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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引进来到走出

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

路”，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超过 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

和动力源。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以“一

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

去并重，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

能合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

优势，为新时代贸易投资促进工作指明了

方向。

中国贸促会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贸促系统优

势及国际化资源优势，通过 30 多个驻外代

表处和 300 多个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为

企业对外投资搭建平台、提供信息、开展

培训、维护权益，发起成立“一带一路”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全国企业

合规委员会，发布《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

投资指南》，助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稳致远。

企业是对外投资合作的主力军。近年

来，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投资范

围遍及世界各地，投资领域日益拓展。同

时，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也面临着对东道国

（地区）政策法规、营商环境及潜在风险

不了解，实用经贸信息匮乏等困难，导致

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水土不服甚至遭受

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下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企业对外投

资面临更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需要及时

了解东道国（地区）吸引外资政策变化，

准确评估投资风险和机遇。

为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平稳、有序、健

康发展，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贸促会依托驻外代表处，与国内外专

业机构合作，组织编写《企业对外投资国

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系列丛书，运

用数据、案例和特别提示，系统介绍一些

重点国家（地区）的经贸概况、吸收外资

环境及政策、中国企业投资状况、中国企

业融资渠道、合规运营及工作生活基本信

息等。同时，将不定期根据东道国（地区）

形势变化、国家政策调整、企业需求等情

况进行更新。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

境指南》力求贴近现实、通俗实用、全面

准确。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贡献智慧，

使本系列丛书不断完善，成为中国企业对

外投资的重要参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中 国 国 际 商 会 会 长
高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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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概况

1.1 地理环境

地理位置

意大利共和国（以下简称意大利）位于

欧洲南部，面积 301333 平方公里。北以阿尔

卑斯山为屏障，与法国、瑞士、奥地利、斯

洛文尼亚接壤，东、南、西三面分别临地中

海属海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和第勒尼安

海。海岸线长约 7200 公里。

气候

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地中海气候。

最热的月份为7月，气温约20～ 32℃；最冷的

月份为1月，气温约1～10℃。

人口

截至 2018 年 1 月，意大利人口约 6048

万，位居欧盟国家第 4 位，世界第 23 位。意

大利人口数量排名前 3 位的城市分别为罗马

（约436万）、米兰（约323万）、那不勒斯（约

310 万）。目前，在意大利的华人主要集中于

普拉托、米兰、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地。

首都

意大利首都罗马，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

化名城，古罗马帝国的发源地。罗马位于东

1 区，在冬令时，罗马时间比北京时间晚 7 个

小时；在夏令时，罗马时间比北京时间晚 6

个小时。意大利每年 3 月最后一个星期日至 

10 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实行夏令时。

行政区划

意大利的行政区划分为行政区、省、市

镇三级。全国共设有 20个行政区、101个省、

8001 个市镇。行政区又分设为 15 个普通自治

行政区以及 5个特别自治行政区。

1.2 政治制度

总统

根据意大利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

对外代表国家。总统由议会两院全体会议选

举产生，任期 7 年。现任总统为塞尔焦 • 马

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2015 年 2 月

3 日起任职。

议会

意大利议会由共和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组

成，为意大利最高立法和监督机构。两院权

力相等，可各自通过决议。但是，两院的决

议之间相互关联。参、众两院分别有 315 个

和 630 个席位，参、众议员均由普选产生，

任期 5 年。其中，总统有权在任期内任命 5

位终身参议员。

行政机构 /政府

意大利政府由内阁总理和各部部长组

成，总理和各部部长的任命须获得议会两院

同意。政府由总理负责并行使执行权利。内

阁负责制定本届政府管理国家的总政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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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意大利地图①

                                          

①    地图来源：中国地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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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各项行政事务。现任总理为朱塞佩 • 孔

特, 副总理兼内政部长为马泰奥•萨尔维尼，

副总理兼经济发展部长、劳动与社会政策部

长、外交部长为路易吉 • 迪马约，现政府于

2018 年 6 月 1 日宣誓就职。

政党体制

意大利实行多党制，主要政党包括：五

星运动党、联盟党、民主党、力量党、自由

与平等党、兄弟党。其中，五星运动党成立

于 2009 年，并迅速于 2013 年成为意大利众

议院第一大党。

1.3 司法体系

意大利司法体系是在最高司法委员会领

导下，由最高法院、宪法法院、行政法院和

普通法院构成。最高司法委员会是最高司法

权力机构，可以独立管理司法体系，有任命、

分配、调遣、晋升法官等权力。最高司法委

员会由 33 人组成，总统任主席，最高法院院

长和总检察长为固定成员。其他成员由议会

选举的 10 名委员（律师和司法教授）和全体

法官选出的 20 名法官组成，任期 4 年，不得

连任和兼职。①现任司法部长是阿方索·博纳

菲德，最高法院院长是乔瓦尼 • 马莫内，宪

法法院院长是乔治 • 拉坦齐，总检察长是里

卡尔多 • 富齐奥。此外，还设有地方调解法

官、初审法院、上诉法院、审计院（主管公

共账目和养老金）等机构。

意大利普通诉讼程序分为 3 个阶段，即

预先侦查、初步庭审和正式庭审。该程序脱

胎于法国的预审程序，又克服了预审法官独

揽大权、诉讼阶段贯通混合的弊端，已成为

欧陆诸国较为常见的诉讼模板。

1.4 外交关系②

意大利对外政策基本点是立足欧洲，积

极参加欧盟建设，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意

大利是欧盟创始成员国、北约的 12 个创始

国之一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

国，还是八国集团、OSCE（欧洲安全与合作

组织）、二十国集团、申根公约和联合国等

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意大利在全球 127 个

国家及地区设立了使领馆。

意大利支持联盟伙伴关系的发展，重视

和平伙伴关系（一种针对欧洲大西洋地区国

家的合作形式，其中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和

北欧的21个国家，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亚）。

同时，意大利关注地中海事务和西亚北非局

势，致力于在该地区发挥重要作用。自 1955

年加入联合国以来，意大利选择多边主义的

立场并确保了对联合国的最大支持。

与中国关系

1970 年 11 月 6 日，意大利与中国正式建

交，两国在各个领域友好合作关系发展顺利。

2004 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旨在

从全球角度系统地解决双边问题，强调政治

                                          

①　中国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

②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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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重视多边关系的培养和共同发展。

近年来，两国高层互访增加，政治互信

不断加强，双边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1 年以国家副主席身

份访意并出席“意大利统一 150 周年”庆典

活动。2016 年 9 月，时任意大利总理伦齐来

华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2017 年

5 月，时任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来华出席首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9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

2019 年 4 月，意大利总理孔特来华出席第二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与欧盟关系

意大利历届政府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建

设，认为欧盟一体化建设是应对全球化挑战

的有效手段；支持欧盟机构改革；积极参与

欧盟对外行动署的筹建和运作；倡议在欧盟

内部设立应对危机的统一基金；支持欧盟三

大经济治理措施，即由欧洲统一发债、赋予欧

洲央行更大权力以及加大体制改革协调力度。

与美国关系

意大利是美国传统盟友，重视发展跨大西

洋伙伴关系，主张发展与美国的特殊伙伴关系。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分别于 2016 年 2 月

和 2019 年 10月两度访问美国。2017 年 4月，

时任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访美。2017年 5月，

美总统特朗普访问意大利。2018 年 8 月，意

大利总理孔特访问美国。2019 年 10 月，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意大利。

与北约关系

意大利认为北约仍是欧洲主要防务力量，

在保障欧洲和各成员国安全方面发挥核心作

用。主张北约与欧盟在危机处理和维和行动方

面进行密切合作；支持北约组建快反部队，主

张北约和欧盟快反部队互为补充，共同维护跨

大西洋联盟；支持北约东扩，倡导北约与俄罗

斯建立新型伙伴关系；主张北约转变职能，在

解决地区冲突、反恐和防扩散行动中发挥重要

作用。

与俄罗斯关系

意大利积极发展与俄罗斯关系，视俄罗斯

为世界政治、军事和能源大国。同俄罗斯在经

贸、能源、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

意大利是俄罗斯在欧洲第二、全球第三大贸易伙

伴。2018年10月，意大利总理孔特访问莫斯科，

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谈，在此之前还签署

了13项经济商业协议。2019年 7月，俄罗斯总

统普京对意大利进行正式访问，并重新启动意大

利—俄罗斯民间社会对话论坛。

1.5 社会人文

中国企业赴意大利投资，需了解当地社

会人文基本信息，以更好地开展投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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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意大利社会人文基本信息

民族 绝大多数是意大利人 官方语言 意大利语

货币 欧元 宗教 90% 以上居民信奉天主教

国旗 绿白红三色旗 国歌 《马梅利之歌》

国庆日 6 月 2 日 教育 16 岁以下可享受义务教育

科技
科技水平较为发达，多个领域

居世界先进水平
医疗 以公立医疗为主

习俗

●意大利人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正式场合穿着十分讲究。在各种社交场合奉行女士优先。

见面礼是握手或招手示意；亲吻是比较亲近的朋友间的礼节，一般两人的脸要贴两次。

在意大利两个男性好友间也行亲吻礼。
●对长者、有地位和不太熟悉的人，要称呼他（她）的姓，加上“先生”“太太”或“女士”

等。
●朋友间聚会时多在餐馆吃饭，一般实行 AA 制，除非对方申明请客。意大利人如请客人

到家里吃饭，表明视客人为上宾，客人可带酒（一般为葡萄酒）、甜点或鲜花。客人携

带的食物、酒和甜点会当场一同食用。意大利人习惯当场打开礼物，以示对客人的尊重。
●意大利人忌讳交叉握手，忌讳数字“13”，忌讳送菊花。
●在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或者用手指挖鼻孔、挖耳孔。

                                          

①　国际货币组织（IMF）数据库 . https://data.imf.org.

②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 https://www.istat.it.

③　意大利银行 . http://www.bancaditalia.it.

2　经济概览

2.1 宏观经济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

2015—2019 年，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GDP）

整体呈上升趋势。2019 年，意大利 GDP 达

17876.64 亿欧元，折合 20021 亿美元，为近

年最高，同比增长 1.2％。①2019 年，意大利

国内需求为 GDP 增长贡献了 0.4 个百分点，

为净出口贡献了 0.5 个百分点。2019 年，政

府净借款占 GDP 的 -1.6%，较 2018 年 -2.2%

有所好转。②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

意大利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据意大利银行

预测，意大利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9.0％，2021 年将开始复苏，增长 4.8％，投

资将下降 12％以上，商品和服务出口将下降

约 15％，进口将下降超过 17％。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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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15—2019 年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及同比增长率

表 1-2　意大利主要经济数据

宏观经济数据①

指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GDP（欧元，亿元） 16553.55 16957.87 17365.93 17661.68 17876.64

同比增长（%） -14 2.4 2.4 1.7 1.2

家庭消费支出

（亿欧元）
10059.36 10195.79 10463.42 10654.60 10754.04

政府消费支出

（亿欧元）
3163.44 3226.50 3270.02 3348.36 3361.48

人均 GDP（美元） 36909 39923 41785 42790 43889

通货膨胀率（%） 0.1 -0.1 1.2 1.2 —

                                          

①    国际货币组织（IMF）数据库 . https://data.im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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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 https://www.istat.it/en.

②   意大利银行 . http://www.bancaditalia.it.

③   世界银行 . https://data.worldbank.org.

④　同③。

续    表

指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财政收支①

财政收入

（占 GDP 比重，%）
47.8 46.7 46.3 46.3 47.1

财政支出

（占 GDP 比重，%）
50.3 49.1 48.8 48.5 48.7

债务总额②

（占 GDP 比重，%）
135.3 134.8 134.1 134.8 134.8

国际收支③

出口总额

（百万美元）
545555 550132 602933 656009 632507

进口总额

（百万美元）
490225 488452 546761 606119 571030

经常账户余额

（百万美元）
25379 48418 51397 51525 58933

国际储备

（百万美元）
130592 135133 151120 152362 —

汇率变化

年末汇率

（欧元兑美元）
1.09 1.05 1.19 1.15 1.12

年末汇率

（欧元兑人民币）
7.1 7.31 7.8 7.85 7.82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8—2017 年

间，意大利人均国民总收入整体呈下降趋势，

2017 年降至最低点，为 31360 美元，之后有

所回升，2019 年达到 34460 美元。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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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1—2019 年意大利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图 1-4　2015—2019 年意大利进出口总额

对外贸易情况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

2015—2019 年意大利进出口总额总体呈上升

趋势，其中 2015—2018 年进出口总额逐年上

升，2019 年略有下降。2019 年，意大利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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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总额为 1.006 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

5326.7 亿美元，进口总额为 4735.2 亿美元，

贸易顺差 591.5 亿美元。①

2019 年，意大利主要出口商品为机电产

品、化工产品、运输设备和贱金属及制品，

出口额分别是1329.0亿美元、624.7亿美元、

523.5 亿美元和 486.9 亿美元，占 2019 年意大

利出口总额的 25.0%、11.7%、9.8% 和 9.1%。

主要进口商品为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矿产

品和运输设备，进口额分别为 826.9 亿美元、

614.1亿美元、613.4亿美元和532.5亿美元，

占 2019 年意大利进口总额的 17.5%、13.0%、

13.0% 和 11.3%。

2019 年，意大利前四大出口市场分

别是德国、法国、美国、瑞士，出口额为

650.8 亿美元、557.8 亿美元、510.2 亿美元

和 291.3 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 12.2%、

10.5%、9.6% 和 5.5%。自德国、法国、中国

和荷兰的进口额分别为 779.4 亿美元、410.2

亿美元、354.6 亿美元和 257.6 亿美元，分别

占其进口总额的 16.5%、8.7%、7.5% 和 5.4%。

2019 年，意大利前三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分别

为美国、瑞士和英国，顺差额为 319.9 亿美

元、168.8 亿美元和 159.7 亿美元。意大利的

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中国、德国和荷兰，2019

年，逆差额分别为 209.1 亿美元、128.6 亿美

元和 125.0 亿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意大利外贸依

存度呈曲折上升趋势，从 2010 年的 52.01%

上升至 2018 年的 60.41%，反映出意大利对外

开放水平有所提升，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也

在逐步提高。

图 1-5　2010—2018 年意大利外贸依存度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https://data.im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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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展规划

意大利“工业 4.0”

作为欧洲重要的工业国之一，意大利结

合国家发展需求，于 2016 年 9 月提出“工业

4.0”国家计划（Piano Nazionale Industria 

4.0）。该计划于 2017 年 1 月 1 日正式付诸

实施。

意大利“工业 4.0”计划的主要目标包

括：加强“高专学院”体系，到 2020 年培养

包括专科、技校、大学和研究生在内的 2 万

名掌握专业技能的人才；利用基金推动相关

领域的研究和创新项目融资，提升意大利的

竞争力；提高劳动力知识水平，鼓励企业进

行员工培训，提升就业质量，缓解失业问题。

此外，意大利高度重视“工业4.0”国际合作，

与德国、法国出台了《共同行动计划—制造

业数字化三边合作路线图》。①

意大利“工业 4.0”计划划定了九大关键

技术领域：先进制造方案（工业机器人与智

能化）、增材制造（3D 打印技术）、增强现

实技术（虚拟现实）、仿真模拟技术、水平

和垂直系统集成、工业物联网、云计算、网

络安全、大数据及分析。

为促进“工业 4.0”计划的实施，意大利

政府出台了税收优惠、融资扶持及其他一系

列促进措施。

                                          

①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 . https://www.mise.gov.it.

表 1-3    意大利“工业 4.0”计划主要促进措施

税务优惠

生产设备的折旧率可以按照 140%

进行计算（运输设备的折旧率为

120%）。

对于用于研发的增量投资的税收抵免

由目前的 5% 提高至 20%，总额上限

提高至 2000 万欧元。

融资扶持
针对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 10 亿欧元

以下的投资提供 30% 的税收减免。

公共资金向 4.0 初创企业和高技术含

量的专利技术公司倾斜。

其他促进措施

1. 2017—2020 年期间，提供 13 亿欧元加强对于高生产力的奖励。

2. 通过扩大招投标范围，加速电子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

3. 制定物联网开放标准。

4. 在多所大学、研究院设立研究中心，致力于技术创新与结构调整研究，为企

业提供培训等支持，同时承担与欧洲其他国家协同发展的职能。

6. 意大利工业家协会和意大利企业网络组织将举行路演活动，推广“工业 4.0”

概念，为企业提供“一对一”的咨询和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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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区情况

意大利全国可分为北部、中部、南部 3

个部分，共有 20 个行政大区，101 个省。①

意大利北部面积占全国的 40%，集中了全

国约 46％的人口，GDP 占全国的 59.4％，其

中，仅米兰所在的伦巴第大区 GDP 约占全国

的 20%。2018 年，意大利北部人均 GDP 达到

35400 欧元，比全国人均 GDP 高出 22%。

意大利中部面积仅占全国的 19.2%，人

                                          

①    意大利的行政等级划分，虽然和中国行程级别名称有类似，但是行政区级别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具体来说，意

大利行政区级的重要性相当于中国的省级，意大利省级的重要性相当于中国的市级。

②　地图来源：https://geology.com.

图 1-6　意大利行政区划地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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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约占 20%，经济总量约占全国 22%，人均

GDP 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意大利中部以中

小企业为主，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

发达。

意大利南部地理面积占全国面积的

40.8%，人口约占 34.1%。意大利南部经济发

展水平常年落后于北部，2018 年 GDP 实际增

长率仅为 0.4%，低于全国 0.9% 的水平。2018

年，人均 GDP 约为 18900 欧元，仅为全国人

均 GDP 的 63%。意大利政府为吸引资金投向南

部，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

伦巴第（Lombardia）

伦巴第大区面积 23884 平方公里，占意

大利面积的 7.9%，人口数量为 1010 万，大区

首府是米兰。伦巴第居民数量在意大利各区

中排名第一，也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特

别是纺织、塑料、机床、皮革、农业及食品

工业在意大利遥遥领先。

皮埃蒙特（Piemonte）

皮埃蒙特大区面积为 25402 平方公里，

人口数量为 434 万，大区首府是都灵。皮埃

蒙特土壤肥沃，是意大利最重要的葡萄酒产

区之一。此外，费列罗巧克力工厂、菲亚特

汽车厂等也坐落于皮埃蒙特。

特伦蒂诺—上阿迪杰（Trentino-Alto 

Adige）

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面积为 13607

平方公里，人口数量为 107 万，大区首府是

特伦托。该区是意大利 5 个自治区之一，由 2

个自治省组成，南部是特伦蒂诺，北方是南

蒂罗尔。该地区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出色

的旅游业和特殊的农业与工业合作体系。在

过去的 10 年中，旅游业已成为该省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

瓦莱达奥斯塔（Valle d’Aosta）
瓦莱达奥斯塔大区面积为 3263 平方公

里，是意大利面积最小的大区，大区首府是

奥斯塔。该区人口数量为 12.5 万，首府为奥

斯塔。该区是意大利 5 个自治区之一，旅游

业为瓦莱达奥斯塔大区的经济支柱产业。瓦

莱达奥斯塔大区有许多中世纪城堡和防御工

事，著名景点包括 Grad  Paradiso 国家公园

和各种城堡。除此之外，登山和滑雪都是游

客来到瓦莱达奥斯塔的旅游必选项目。

威尼托（Veneto）

威尼托大区面积为 18365 平方公里，人

口为 491 万人，大区首府是威尼斯。本地经

济曾经完全依赖农业，现在则以制造业、时

装以及文化旅游为主。威尼托拥有丰富的

艺术和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威尼斯建

筑物及桥梁，以及一些帕拉迪奥式建筑的

别墅。

利古里亚（Liguria）

利古里亚大区面积为 5422 平方公里，人

口数量为 154 万，大区首府是热那亚。利古

里亚是意大利西北部的沿海地区。当地的海

滩、城镇和美食受到世界各地游客的欢迎。

热那亚港口是意大利主要港口之一。利古里

亚的工业以机械和造船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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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Friuli-

Venezia Giulia）

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大区面积为 7858

平方公里，人口数量为 121 万，大区首府是

的里亚斯特。该区是意大利5个自治区之一，

该区的经济主要依托的里亚斯特自由港，它

是意大利主要港口之一，也是意大利自由贸

易区之一。

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

艾米利亚—罗马涅面积为 22446 平方公

里，人口数量为447万，大区首府是波隆那，

是意大利重要历史文化名城。该大区是意大

利著名的美食天堂和葡萄酒主产区。农业是

该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谷物、土豆、玉米、

番茄和洋葱是其重要作物。另外，工业也是

该区的经济支柱，尤其以食品加工业、机械、

建筑材料和汽车制造业为主。

拉齐奥（Lazio）

拉齐奥大区面积为 17236 平方公里，人

口数量为 586.5 万，大区首府是罗马。拉齐

奥以拥有众多重要考古遗迹和历史文化景点

著称。该区每年举办的重要文艺活动包括

罗马国际电影节、罗马时装周、罗马嘉年

华等。

马尔凯（Marche）

马尔凯大区面积为 9366 平方公里，人口

数量为 152 万，大区首府是安科纳。马尔凯

地理位置优越，港口众多，中小企业发达。

大区内主要有机械、造纸、化工、服装、制革、

皮鞋、家具、食品等产业。

托斯卡纳（Toscana）

托斯卡纳大区面积为 22994 平方公里，

人口数量为 372 万，大区首府是佛罗伦萨。

托斯卡纳大区以其美丽的风景和丰富的艺术

遗产而著称，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托斯卡纳大区的经济支柱主要是大理石开采

和旅游业。大区内已有 6处被列为世界遗产，

分别为：佛罗伦萨历史中心（1982）、比萨主

教座堂广场（1987）、圣吉米尼亚诺历史中心

（1990）、锡耶纳历史中心（1995）、皮恩扎

历史中心（1996）、瓦尔道尔契亚（2004）。

翁布里亚（Umbria）

翁布里亚大区面积为 8456 平方公里，人

口数量为 88 万，大区首府是佩鲁贾。该区主

要经济支柱为工业、农业和旅游业。农业方

面以橄榄油、葡萄酒生产为主，工业方面则

以机械、建筑材料生产为主。受地理环境所

限，发展速度与周围其他地区相比较缓。

阿布鲁佐（Abruzzo）

阿布鲁佐大区面积为 10763 平方公里，

人口数量为 130.5 万，大区首府是拉奎拉。

佩斯卡拉是全区主要经济中心，也是全区最

大的一个省；而奇耶蒂则是全区人口最多的

省份。阿布鲁佐山地较多，全区有 1/3 面积

为国家级公园或区级公园，其中有阿布鲁

佐国家公园、桑戈罗国家公园等。被保护

地区多珍稀动植物，如棕熊、狼和羚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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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利卡塔（Basilicata）

巴西利卡塔大区面积为 9995 平方公里，

人口数量为 56 万，大区首府是波坦察。在过

去的 10 年中，制造业、汽车业以及石油开采

在该地区得以发展。埃尼公司在当地雇佣了

大量员工，该地区的石油日产量能够满足意

大利国内石油需求的 11%。

卡拉布里亚（Calabria）

卡拉布里亚大区面积为 15081 平方公里，

人口数量为192.5万，大区首府是卡坦扎罗。

卡拉布里亚拥有 800 公里的海岸线，以大海

和沙滩著称。除此之外，大区内有众多教堂、

修道院、宫殿、城堡和传统的村庄。

坎帕尼亚（Campania）

坎帕尼亚大区面积为 13590 平方公里，

人口数量为578.5万，大区首府是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是意大利的主要港口之一，也是区

域交通中心。该区是意大利南部工业最发达

的地区，也是南部地区中 GDP 最高的大区。

莫利塞（Molise）

莫利塞大区面积为 4438 平方公里，人口

数量为30万，大区首府是坎波巴索。1970年，

莫利塞从阿布鲁佐大区中分离出来，成为意

大利最年轻的大区。该区的经济产业主要是

以农业和畜牧业（养羊）为主，农作物有葡

萄、土豆、小麦、扁豆等。

普利亚（Puglia）

普利亚大区面积为 19358 平方公里，

人口数量为 401 万，大区首府是巴里。普

利亚的经济蓬勃发展，在多领域拥有多家领

先公司：航空航天（Sitael，Blackshape，

Leonardo  S.p.A.）、农业（卡斯蒂略集团，

GC Partecipazionioni）、汽车业（Magna In-

ternational 的子公司 Getrag）、饮食（De 

Carlo，Divella，QuartaCaffé）、家具（Na-

tuzzi）、IT（Exprivia）、机械制造业（Iso-

tta Fraschini Motori，MERMEC）、出版（La-

terza）、旅游（Nicolaus Tour）。

西西里岛（Sicilia）

西西里岛大区面积为 25711 平方公里，

人口数量为 497 万，该区是意大利 5 个自治

区之一，大区首府是巴勒莫。西西里岛拥有

丰富而独特的文化，特别是在艺术、音乐、

文学、美食和建筑方面。该区也有很多重要

的考古遗址，如潘塔利卡大墓地、神殿之谷、

埃里斯和塞利。

撒丁岛（Sardegna）

撒丁岛大区面积为 24090 平方公里，人

口数量为 163 万，首府是卡利亚里。该区也

是意大利 5 个自治区之一，经济以农业、养

殖业、渔业和采矿业为主。其中，矿产资源

主要有： 锌、铅（占意大利产量的4/5）、铜、

铁、煤、铝土、萤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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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意大利各大区概况①

地区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GDP
（亿美元，2017）

人均 GDP
（美元，2017）

伦巴第 23861 10103969 4328.66 43166

拉齐奥 17236 5865544 2189.29 37125

威尼托 18399 4907704 1835.79 37419

艾米利亚—罗马涅 22446 4467118 1776.04 39902

皮埃蒙特 25402 4341375 1502.78 34279

托斯卡纳 22994 3722729 1288.7 34420

坎帕尼亚 13590 5785861 1201.45 20597

西西里岛 25711 4968410 989.67 19629

普利亚 19358 4008296 824.5 20328

利古里亚 5422 1543127 562.16 36013

特伦蒂诺—上阿迪杰 13607 1074819 471.6 44282

马尔凯 9366 1518400 461.18 30044

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 7858 1211357 425.67 34977

撒丁岛 24090 1630474 378.56 22929

卡拉布里亚 15081 1924701 377.7 19261

阿布鲁佐 10763 1305770 363.53 27561

翁布里亚 8456 880285 243.7 27475

巴西利卡塔 9995 556934 133.73 23503

莫利塞 4438 302265 68.02 22013

瓦莱达奥斯塔 3263 125501 50.36 39654

                                          

①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 http://www.ista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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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础设施①

交通

公路。截至 2017 年底，意大利公路总里

程数为 246215 公里，其中包括高速公路 6943

公里，其他道路 22399 公里，地区和省级公

路 142139 公里。2018 年 ,公路总货运量 9.18

亿吨，较 2017 年的总货物运输量 8.85 亿吨

相比，增长 3.63%。在地区分布上，意大利北

部的高速公路设施配置和网络的建设都优于

南部地区。

铁路。截至 2017 年底，意大利国家铁路

集团管理的运营中的铁路线总长度为 16787 公

里，②其中，电气化轨道总计 12022 公里。高

铁服务已经连接了意大利的主要城市，并正在

进一步扩展。2017年 ,意大利国内铁路每公里

客运量390.1亿人次，货运量115.97亿吨。客

运收入29.63亿欧元，货运收入4.63亿欧元。

航空。截至 2017 年底，意大利拥有约

130 个机场，每年运送乘客超过 1.57 亿 / 人

次和货物94万吨。见表1-5，2015—2017年，

意大利机场的飞机起降、乘客数量和货运总

量都呈逐年上升趋势，由此可见，意大利航

空运输发展潜力较大。以客运量计算，2017

年，意大利排名前 10 位的机场有：罗马—菲

乌米奇诺机场、米兰—马尔彭萨机场、贝加

莫—奥里奥 • 塞里奥机场、马可波罗机场、

米兰—利纳特机场、卡塔尼亚—丰塔纳罗萨

机场、那不勒斯—卡波迪基诺机场、博洛尼

亚—博尔戈 • 帕尼加莱机场、罗马—钱皮诺

机场、巴勒莫—蓬塔 •雷西机场。

                                          

①    意大利基础设施与交通部 . http://www.mit.gov.it. 

②    意大利铁路（Rete Ferroviaria Italiana）. http://www.rfi.it.

表 1-5    2015—2017 年意大利航空相关信息及变化

飞机起降 乘客 货运

数量
（万次）

增长率
（%）

数量
( 亿人次 )

增长率
（%）

数量
（万吨）

增长率
（%）

2015 132.27 0.6 1.57 4.5 94.09 3.1

2016 135.93 2.8 1.65 4.8 101.20 7.6

2017 140.10 3.1 1.75 6.3 110.13 8.8

水运。意大利是地中海地区的主要航运大

国，在塔兰托（普利亚大区）、热那亚（利古里

亚大区）、那不勒斯（坎帕尼亚大区）、的里亚

斯特（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大区）和拉文纳

（埃米利亚—罗马涅大区）设有大型港口。 

根据欧盟国家的交通情况评分显示，意

大利的道路质量以及火车、海港、航空运输

服务效率等指标的评分均低于欧盟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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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提升空间较大。

通信

意大利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发展良

好并且运行稳定。截至 2018 年，宽带覆盖家

庭比例从 2017 年的 70.2％上升到 73.7％；

10 名员工以上规模的公司中，已经有 94.2％

连接到移动或固定宽带。尽管意大利已经建

立了完善的 ICT 网络，与类似规模的欧洲国

家相比，意大利的通信基础设施仍不足，尚

处在不断完善和进步的过程中。

电力

根据意大利电网公司（Terna）数据显

示，①2019 年，意大利电能总需求约为 3200

亿千瓦，与 2018 年相比下降 0.6%。其中本

国发电量 2838.46 亿千瓦，占总需求量的

88.81%，净进口量 439.87 亿千瓦，占总需求

量的 13.76%。其中，可再生能源满足了总需求

的 35%。水能、太阳能和风能为最主要的可再

生发电能源。

2.5 经济园区

意大利设有自由贸易区、工业园区和特

殊经济区。其中，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是推动

对外贸易发展，工业园区主要是为了培育和

发展意大利中小企业；特殊经济区主要目标

是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区

的里亚斯特自由港。位于意大利弗留

利—威尼斯朱利亚大区首府的里亚斯特市。

目前包括5个不同的自由区，其中新自由区、

老自由贸易区、木材码头 3 个自由区用于商

业活动，矿物石油免税区、Zaule 海峡自由贸

易区 2个自由区用于工业活动。在自由港内享

有的优惠政策主要有：货物存放没有时间限

制；货物在保税区内无需支付关税；对货物进

行重新包装或者转型等操作，完全不受海关服

务的约束等。②的里亚斯特自由港 2019 年货物

吞吐量 6200 万吨，同比下降 1.08%，集装箱吞

吐量 78.96 万个标箱，同比增长 8.85%。③

威尼斯自由贸易区。位于威尼托大区首

府威尼斯市，拥有 23 个货运码头，10 个客

运码头。④自 2014 年以来，在威尼斯自由贸

易区享有的免税区优惠政策主要有：货物存

放没有时间限制，存放期间无需缴纳关税，

无需担保即可进行重新组装和贴标签等加工

程序；区内可雇投资来源国的劳工和技术人

员；货物可以不受海关监管措施的限制进行

自由流动和加工。威尼斯港 2019 年货物吞吐

量 2492 万吨，同比下降 5.9%，集装箱吞吐量

59.3 万个标箱，同比下降 6.1%。⑤

                                          

①    意大利电网公司（Terna）. https://www.terna-reports.it.

②    的里亚斯特自由港 . https://www.porto.trieste.it.

③    的里亚斯特自由港官方报告 . https://www.porto.trieste.it..

④    威尼斯港口 . https://www.port.venice.it.

⑤    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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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

意大利的工业园区集群效果突出，有着

比较成熟的发展经验，意大利很多中小企业在

工业园区内逐步壮大。因此，工业园区是意大

利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据意大利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意大利拥有

产业集群 156 个，包含人口 1250 万人，制造

业企业 21.5万家，占全国制造业企业的 40%；

制造业从业人员 200 万人，占全国的 39.3%，

产值占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的 27.2%。

从地理角度看，意大利工业园区的分布

情况如图 1-7 所示。

从行业方面看，意大利工业园区内企业

主要集中在机械、纺织品服装、家居制品、

皮革、制鞋、珠宝等方面。工业园区按行业

形成产业集群，不同的产业集群分布在不同

的大区。如米兰—威尼斯沿线的机械制造业

工业区，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大区的农业及

纺织业工业区，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汽

车制造及农副食品加工区等。

图 1-7　意大利工业园区分布情况

特殊经济区

目前意大利共有 2 个特殊经济区，分别

位于坎帕尼亚和卡拉布里亚大区。

坎帕尼亚大区的特殊经济区覆盖 29个地

区，总面积5144公顷，是意大利的第一个特殊

经济区。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加强那不勒斯、萨

勒诺和卡斯特拉马马雷等主要工业区之间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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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实现经济发展和新就业目标的战略重心。①

卡拉布里亚特殊经济区覆盖 13 个地区，

总面积 1839 公顷，主要目标是推动整个地区

进出口活动的可持续发展。特殊经济区内企

业的审批、注册流程更加便捷，管理费用也

更为优惠。同时，特殊经济区承诺给不同规

模企业的优惠额度有所不同。

2.6 多双边经贸协定

意大利是 WTO 成员，也是欧盟成员。作

为欧盟成员国，意大利与欧盟其他国家实行

                                          

①    http://regione.campania.it.

②    世界贸易组织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WTO RTA database）. https://www.wto.org.

共同的贸易政策，在欧盟框架内与 37 个国家

和地区签有自由贸易协定（详见表 1-6）②与

安道尔、圣马力诺、土耳其 3 个国家结为关

税同盟。其中，欧盟与圣马力诺之间所有货

物贸易实行关税互免，与安道尔、土耳其之

间的关税互免仅限于工业产品。

此外，欧盟已经宣布即将签署地区贸易

协定国家有：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菲律宾、越南、东非共同体和西非等。目前

中欧之间尚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2019年，意大利成为首个加入“一带一路”

倡议的G7成员国，并与中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表 1-6    欧盟框架内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

欧洲
法罗群岛（丹麦属）、瑞士、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乌

克兰、塞尔维亚、摩尔多瓦、黑山、波黑

亚洲 韩国、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新加坡、日本、以色列、约旦

非洲
摩洛哥、突尼斯、喀麦隆、东非和南部非洲国家、南非、加纳、科特迪瓦、阿尔及

利亚、埃及

南美洲 智利、哥伦比亚、秘鲁、中美洲地区

北美洲 墨西哥、加拿大、加勒比地区、佐治亚州

大洋洲 巴布亚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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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大利营商环境

1.1 各方评价

世界银行评价

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报

告》①显示，意大利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第 58

位，各细项排名分别为：开办企业（98）、

办理施工许可证（97）、获得电力（38）、

登记财产（26）、获得信贷（119）、保护中

小投资者（51）、纳税（128）、跨境贸易（1）、

执行合同（122）、办理破产（21）。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由于意大利的

税收制度极其复杂，编制企业所得税、增值

税和社保缴费报表，将其归档以及缴纳这些

税费所需的时间为 238 小时，远远高于经合

组织的平均水平 158.8 小时，因此其纳税指

标在全球排名较低。此外，意大利是全球执

行合同最困难的国家之一，与经合组织的平

均 590 天相比，意大利需要 1120 天，因此其

执行合同指标在全球排名也较低。

世界经济论坛评价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年度全球

竞争力报告》②显示，意大利全球竞争力指数居

全球第30位，主要细项排名分别为：健全的金

融体系48位、基础设施18位、法律框架的效

率132位、创新能力22位、健康标准6位。

意大利司法系统的运作效率远低于欧盟

国家以及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意大利

法院强制执行一个合同，平均需要 1185 日，

超过经合组织高收入水平国家平均值的2倍。

因此，意大利的法律框架效率在全球排名较

为落后。

其他评价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于 2019 年发

布的《最适合经商的国家和地区》显示，③在

161个国家和地区中，意大利居全球第30位。

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发布的《2019 年外国直

接投资信心指数》显示，④意大利的外商直接

投资信心指数居全球第 8 位，成为全球第 8

大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1.2 优化营商环境相关举措

完善制度和法律

2017 年，意大利政府对引资促进工作

机构进行调整，将原来投资促进和发展署

的投资促进职能并入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

                                          

①    世界银行 .《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 https://chinese.doingbusiness.org.　

②    世界经济论坛 .《2019 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 https://www.weforum.org.

③    美国《福布斯》杂志 .《2019 年最适合经商的国家和地区》. https://www.forbes.com.

④    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 .《2019 年外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 https://www.atkearne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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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①由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负责对

外宣传，寻找潜在投资者，以及协助外国投

资落地。这一举措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便利，

同时提高引资工作的效率。

2018 年 9 月 28 日，意大利反垄断监管机

构竞争和市场管理局（AGCM）发布《反垄断

合规指引》，旨在引导市场主体更好地遵守

竞争和公平交易方面的法律规定。

简化投资手续

2012 年，意大利经济发展部设立“意大

利窗口”(Desk Italia) 作为吸引外资的总协

调部门，与外交部、经济财政部、外贸委员

会等部门和机构之间建立联动机制。②由于意

大利国内的审批程序繁杂，外国投资企业要

通过层层审批才能“落地”，“意大利窗口”

的设立简化行政审批流程，为外国投资者提

供“一站式”服务。

1.3 吸收外资基本情况

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及欧洲主权债务

危机影响，意大利吸收外资情况不佳，国内

市场欠缺活力。2012 年，意大利吸收外资金

额仅为 9000 万欧元，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

来的最低值。2013 年以来，意大利政府加大

吸引外资力度，外资规模逐渐扩大。根据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0年世界投资

报告》显示，③ 2019 年，意大利吸收外资流量

为 265.69 亿美元，存量为 4457.41 亿美元。

                                          

①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 . https://www.ice.it/en.　

②    中国商务部 . http://www.mofcom.gov.cn.

③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20 年世界投资报告》. https://unctad.org.

图 2-1     2014—2019 年意大利吸收外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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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四大经济体之一，意大利在

2014—2019 年间外资流量整体变化趋势较为

平缓，总体低于英国、德国，与法国相当。

从外资主要来源国看，根据经合组织的

数据显示，2018 年，意大利吸引外资主要来

源国依次为：荷兰、法国、卢森堡、英国、

德国、瑞士。从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来看，

目前意大利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行业见表

2-1。

图 2-2     2014—2019 年英、法、德、意吸收外资流量

表 2-1    2018 年意大利吸收外商投资主要行业

主要行业 投资金额

批发和零售、修理业 40.58

专业科技 27.97

石油、化工、医药、橡胶、塑料制品 20.47

金属及机械产品制造（电气设备除外） 17.68

房地产 15.77

运输、仓储 13.84

金融及保险 12.92

食品生产、饮料及烟草制品 10.65

社会和个人服务 10.97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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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生产要素概况①

土地

据意大利农业研究和农业经济分析委员

会（CREA）发布的《2018—2019 年意大利土

地市场走势》报告②显示，2019 年，意大利国

内各大区土地平均价格基本保持平稳，同比

2018 年的平均地价略升 0.2%。以葡萄园价格

为例，皮埃蒙特巴罗洛保证法定产区葡萄园

成交价格为 20 万 ~150 万欧元 / 公顷，托斯

卡纳宝格丽法定产区为 20 万 ~ 40 万欧元 /公

顷，拉齐奥罗曼堡法定产区为 8 万 ~10 万欧

元 / 公顷，撒丁岛澳亚斯特拉原产地保护产

区为 1.1 万 ~1.5 万欧元 /公顷。

水资源

意大利水资源丰富，工业用水和家庭用

水供应充足，水价征收方式主要是阶梯水价。

以意大利马尔凯大区马切拉塔省的省会马切

拉塔（Macerata）为例，居民用水量每月 80

立方米以下，水价为 0.350 欧元 / 立方米；

81~150 立方米，水价为 1.048 欧元 /立方米；

151~250 立方米，水价为 1.673 欧元 / 立方

米；超过 250 立方米，超出部分水价为 2.230

欧元 / 立方米。工业用水价格为 0.325 欧元 /

立方米。

电力能源

意大利的电力能源不能自给自足，是欧

洲国家中进口电能最多的国家，因此意大利

的电价也偏高。根据欧盟统计局的统计数据

显示，2019 年下半年，意大利的工业用电含

税价格为 0.1616 欧元 / 千瓦时，高于欧盟 27

国平均含税价格 0.1173 欧元 / 千瓦时，也高

于欧盟大多数国家的工业用电价格。例如，

波兰 0.0828 欧元 / 千瓦时、法国 0.0950 欧

元 / 千瓦时、葡萄牙 0.1145 欧元 / 千瓦时，

仅低于塞浦路斯的 0.186 欧元 /千瓦时。

天然气

意大利天然气基本依靠北非及俄罗斯进

口，价格相对较低。2019年下半年，意大利的

工业天然气平均价格为 0.0296 欧元 /千瓦时

（含税），低于欧盟 27国的平均价格 0.0308

欧元 /千瓦时。在欧盟成员国中，芬兰的价格

最高，为 0.0555 欧元 /千瓦时（含税）；比

利时最低，为0.0228欧元 /千瓦时（含税）。

运输资源

意大利的运输资源较为丰富，但服务效率

较低。据欧盟国家的交通情况评分显示，意大

利的运输资源服务效率的评分低于欧盟平均值。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世界物流绩效指

数报告》③显示，意大利综合分数为3.73，世界

排名第21。其中具体细项排名为：海关（23）、

                                          

①    意大利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输部 . http://www.mit.gov.it/en.

②    https://www.crea.gov.it.

③    世界银行 .《2018 年世界物流绩效指数报告》. https://lpi.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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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20）、国际货运（22）、物流能力

（23）、跟踪和追踪（17）、即时性（18）。

劳动力

根据全球经济数据指标网①的数据显示，截

至2020年 6月，意大利的就业人数有227.0157

万人，就业率为 57.5%，失业率为 8.8%，劳动

力参与率为63.2%，平均工资为2467欧元/月。

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均为67岁。

                                          

①    全球经济数据指标网 . 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　

②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 . https://www.mise.gov.it.

2　意大利吸收外资政策法规

2.1 主管部门

意大利吸收外资的主管部门是经济发展

部（www.mise.gov.it），具体司局为产业政

策、竞争力和中小企业局，职能包括实施吸

引外资的有关政策和项目。具体咨询和服务

工作由意大利投资促进署（Invitalia）负

责，类似于国内的招商局。此外，意大利对

外贸易委员会（www.ice.it）依托其海外网

络，也为外资企业投资意大利提供支持。

2.2 市场准入②

意大利关于外资管理的核心原则源于

《民法典》第 16 条中的对等原则，欧盟内的

外国投资者可享受与意大利公民在该国从事

商业活动的对等权利；欧盟以外国家除了特

定行业外，市场准入也同样适用对等原则。

欧盟成员国公民在意投资和意大利公民享受

同等待遇，在税收和优惠政策方面与意大利

本国企业一致。

行业准入规定

意大利对于外国企业投资的准入规定主

要分为限制准入行业和禁止准入行业。对于

投资银行业、保险业、航空业、电信业、钢

铁业、能源等行业的外国企业，主要限制投

资金额、审批申请、营运监管、公司治理等

方面见表 2-2。

禁止准入行业：意大利国防和其他涉及

维护公共安全的领域不对外国投资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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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意大利行业投资规定

行业 准入规定

银行业

● 投资金额：资金投入不得低于意大利中央银行规定的标准（650 万欧元）。

● 审批申请：非欧盟国家银行在意大利设立代表处需报意大利中央银行审批，如果中

央银行在收到设立代表处申请后 60 天内没有提出异议，代表处可以开业；非欧盟国

家银行在意大利设立首家分行应报请意大利中央银行、外交部和经济财政部批准。

第一家分行获准开业后，无论是在同一城市或在另一城市设立新网点，只要报意大

利中央银行备案即可。
● 营运监管：非欧盟国家的银行在意大利的分行在营运监管和税收政策上享有与意大

利商业银行的同等待遇。
● 股份持有：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非银行公司不得购买超过 15% 的意大利银行

股份。

保险业

● 审批申请：在意大利设立人身和财产保险机构或公司必须得到意大利政府主管部门

工商部的许可。
● 投资条件：在意大利开设保险公司的外资企业必须具有从事保险业经营 10 年以上的

经验，且必须在意大利当地指定总代理人。

航空业

● 投资主体：意大利对外国资本进入其航空业市场的限制主要是针对非欧盟国家投资

者，非欧盟国家公司不得在意大利经营国内航线的客货运输。
● 审批申请：根据意大利航空法规定，经营航空线的个人、代理商或公司需要经过意

大利政府的批准，外方在合资公司中的股份不得超过 49.5％。欧盟国家的航空公司

进入意大利市场的审批程序同意大利本国投资者。
● 服务限制：欧盟航空经营者在意大利从事航空服务受意大利空运限制的约束，只能

作为国际航空服务的延伸和补充。在地面服务和地面设施管理方面，尚未对外资开

放，仍然由意大利国有控股企业经营和管理。
● 股东要求：外国公司参股的意大利航空运输企业，其董事长和 2/3 的管理人员必须是

意大利公民。

电信业
进入意大利电信服务业市场的主要形式是增值电信和网络服务（如宽带服务）、手机

通信服务等。

钢铁业
对于钢铁行业，来自欧盟国家的外资已经进入。虽然法律对非欧盟国家进入该行业没

有做出特别限制，但目前为止尚未有非欧盟国家进入 。

能源领域
对于非欧盟国家投资意大利火力发电项目、煤炭液化气项目等，强调与投资来源国的

对等条件。对于矿产资源开采等也强调与投资来源国的对等条件。

其他行业
意大利其他一些法律限制外资进入的行业主要有：广播影视业、海洋渔业（商业捕捞）、

铁路运输、邮政、博彩业、水资源开发与管理、城市垃圾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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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安全审查

意大利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主要针对

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国家重要

战略利益的行业和企业，涵盖行业主要有能

源、交通、通信等。

 2012 年 3 月 15 日第 21 号立法法令。该

法令规定对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相关企业具

有战略重要性的活动，以及能源、交通和通

信行业中持有战略重要性资产的企业，意大

利政府具有审查和最终决定权等特殊权力。

 2014 年 2 月 19 日第 35 号总统令。该总

统令规定了审查和限制外商投资国防和国家

安全行业的具体实施部门和审查程序。根据

该总统令，意大利经济财政部作为股东，有

权对其直接或间接持股企业的外商投资项

目行使审查和否决权。意大利国防部和内

政部有权对其他企业的外商投资行使相关权

利。同时，该总统令还规定了具体监督及处

罚程序。

 2014 年 3 月 25 日第 85 号总统令。该总

统令确定了能源、交通以及通信等行业的

战略性资产范围以及意大利政府安全审查

权的适用范围。

 2014 年 3 月 25 日 86 号总统令。该总统

令对意大利政府在上述行业行使安全审查权

作出具体规定。

企业需要在交易、收购、安排或决议生

效日之前 10 个工作日内通知政府并提交交易

文件。政府将评估文件并有权要求提供详细

说明。如果是提交方被要求提供详细说明，

则必须在 10 个工作日内提供，如果是第三方

被要求提供详细说明，则必须在 20 个工作日

内提供。如果政府在收到通知后 45 个工作日

内未要求提供详细说明，则表示政府默许该

交易，意味着交易生效。

意大利作为欧盟国家，政府在进行安全

审查时，需要同时符合意大利及欧盟的相关

规定。如果交易结果仅涉及意大利的网络和

工厂的稳定供应及管理维护的安全性，则满

足意大利相关规定即可；但当交易结果涉及

欧盟利益时，则需要满足同时满足意大利及

欧盟的相关规定。

2020 年 4 月 8 日，意大利政府通过了第 23 号法令，扩大了政府有权审查的战略性

领域范围，将意大利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的范围对接，

同时规定即使收购方为欧盟实体，也必须向政府申报。另外，该法令还规定了政府有权

对关键性收购进行监管。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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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 .https://www.ice.it.

2.3 企业税收①

意大利的税种主要分为直接税和间接

税，其中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IRES）、

工商业地税（IRAP）和个人所得税（IRPEF）；

间接税包括增值税（IVA）、遗产和赠与税、

注册税、地方税和数字税。

企业所得税（IRES）

企业所得税 (IRES) 的计税基础主要分为

以下两种情况：

（1）在意大利注册或在意大利有行政办

公室或主营业务的公司或其他私人和公共实

体，采用世界范围性税收原则，对在意大利

和境外的总净收入征收所得税。

（2）在意大利没有注册或行政办公室的

公司和实体 ( 法人或其他主体 )，采用区域性

税收原则，对在意大利获得的总净收入征收

所得税。

税率：根据意大利税收协定，股息、利

息所得的预提所得税率为 10%，特许权使用费

所得的预提所得税率为 15%。如有常设机构的

意大利非居民企业就其取得与常设机构有实

际联系的境内境外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税

率为 24%，与意大利居民企业公司所得的税率

一致。纳税期一般为 12 个月。

纳税主体：

（1）在意大利有股份资本的有限责任公

司、合作公司和互助保险公司。

（2）在意大利的除公司和信托公司以外

的公共和私人商业机构。

（3）在意大利的除公司和信托机构以外

的公共和私人非商业机构。

（4）具有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非居民公

司和机构，包括信托基金，涉及在意大利产

生的收入或在意大利有分支机构。

可扣除费用：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是根据

意大利会计准则编制的法定财务报表或年度

账目中规定的税率进行计算，在全球范围内

确定的。

（1）国外产生的收入会产生应纳税所得

额，为了避免双重征税，在特定限制下，任

何在来源地预扣的外国税款都可以从意大利

应付税款净额中扣除。

（2）为了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必须考虑

到有各种各样的费用可以从损益表中扣除。

有些费用是完全可扣除的，有些是部分可扣

除的，有些是不可扣除的。

（3）作为一般原则，开展公司活动所产

生的所有费用都可以从预算中完全扣除。如

果这些费用中有一部分是为私人目的而产生

的，则只有损益表中登记的成本才可用于税

务目的扣除。表 2-3 提供了一些可扣除费用

及其可扣除程度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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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地税（IRAP）

税率：工商业地税（IRAP）是在该地区进

行生产活动应缴纳的税。非意大利居民公司只

需要对其在意大利常设机构的产值缴纳工商业

地税；无常设机构非居民企业不缴纳工商业地

税。各大区税率略不同，一般在3.9%左右，且

大区政府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将该税率上调1%。

纳税主体：

（1）常驻商业公司和机构，以及具有或

不具有法律地位的任何类型的非常驻公司和

机构。

（2）联名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以及

从事艺术和专业服务的合伙企业和专业协会。

（3）获得农业收入的农业生产者 ( 个人

或群体 )，其中不包括免征增值税的主体。

（4）公共和私营非商业机构和公共行政

部门。

（5）获得公司收入的个人以及从个体经

营中获得收入的个人。工商业地税不适用于

共同投资基金、养老金、欧洲经济利益集团

（EEIG）和上门推销员。对于不在意大利居

住的人，只有在通过常设机构进行至少 3 个

月的活动后，才需要缴纳工商业地税。

纳税时间：就工商业地税而言，必须在

与收入申报表相同的截止日期前起草并提交

表 2-3    可扣除费用及其可扣除程度的示例

折旧

根据部长法令（1988 年 12 月 31 日最低法令）可抵扣，该法令确定了特定资

产年度可抵扣折旧的不同比例。税务机关允许的主要资产折旧率为：
● 建筑物和厂房：3%~7% 

● 机器和设备：10%~16% 

● 工具：25%~40% 

●  办公室家具和固定装置：12% 

● 机动车：25% 

● 电器和电子设备：20% 

劳动成本 公司支付的与工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相关的费用都可抵扣。

其他税收 除工商业地税外，其他税可在支付后的第一年扣除。

准备金 大多数准备金不能从税收中扣除。

电话费用 可扣除其费用的 80％。

与汽车有关的费用
如果仅将汽车用于商业目的，则该费用是完全可扣除的，否则可以根据用户和

使用条件以不同的百分比（70％或 20％）扣除。

礼物 如果每个礼物的价值少于 50 欧元，则可以完全抵扣。

娱乐费用

● 当年销售额低于 1000 万欧元时，可扣除年销售额的 1.5%。

● 当年销售额在 1000 万欧元和 5000 万欧元之间时，可扣除年销售额的 0.6%。

● 当年销售额超过 1000 万欧元时，可扣除年销售额的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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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申报表。

个人所得税（IRPEF）

纳税依据：个人所得税（IRPEF）是向纳

税人（无论是否意大利居民）对其在意大利

或意大利以外就任何来源取得的收入（无论

是现金或实物）征收的一种税。对非本国居

民，应就其在意大利取得的收入或与其在意

大利的财产有关的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

税率：个人所得税按照年收入超额累进

税率征税，具体税率见表 2-4。除了计算的税

款，还必须向纳税人居住的地方当局 ( 地区

和市政当局 ) 支付两笔额外款项：1.73% 至

3.33% 之间的地区附加税 ( 由地区政府每年确

定 )；由州政府每年确定并在全国范围内适用

的第一税率和由各市确定的每年不超过 0.8%

的第二税率组成的市政附加税 ( 在某些情况

下，税率可能再提高 0.3%)。

表 2-4    个人所得税税率

年收入（欧元） 税率

低于 15000 23%

15001~28000 27%

28001~55000 38%

55001~75000 41%

超过 75000 43%

纳税主体与税基：

（1）居住在意大利境内的居民的全部

收入。

（2）不居住在意大利境内的居民，仅指

在意大利产生的收入。

对于不居住在意大利境内的居民来讲，

以下收入被视为在意大利产生的收入。税基

等于以下收入的总和，不包括免税收入和预

扣税收入。

● 从意大利的不动产取得的收入。

● 从国家、居民或非驻在实体在当地的分

支机构获得的资本收入。

● 在意大利提供劳务所得。

● 在意大利的自由职业者所得。

● 通过常驻意大利的机构获得的营业收入。

● 在意大利实施的行为或在意大利的财产

的其他收入 ( 来源于合伙中的份额和有限责

任公司中的股权的收入视为在意大利所得收

入，而公司股份仅指股票凭证在意大利境内

的情况下视为在意大利获得的收入 )。

● 个人售出位于意大利持续经营的企业而

获得的资本收入。

● 非意大利居民合伙人从意大利的合伙中

获得的收入。

● 从意大利居民实体或非居民实体驻当地

的分支机构获得的养老金和特许权使用费

所得。

● 在意大利进行艺术和演出活动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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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IVA）

增值税是对商品和服务的“增值”征收

的消费税，特别是对生产和贸易不同阶段中

商品或服务的增值征收的税。

纳税主体：根据增值税制度规定，在意

大利境内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纳税人应缴

纳增值税。

税 率：2019 年，增值税的普通税率是

22%。除了普通税率之外，还有 3 种降低的税

率，即 10%、5% 和 4%，以及一些“不征税”

业务的“零”税率，包括货物出口、提供某

些国际服务或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服务、向另

一个欧盟成员国转让货物、提供与向另一个

欧盟成员国转让货物有关的某些服务。2018

年预算法规定，从 2019 年开始提高增值税税

率，详见表 2-5。

表 2-5    2019—2021 年增值税税率变动情况

2019 2020 2021

普通税率  22% ~ 24.2% 24.2%~24.9% 24.9%~25%

优惠税率  10% ~ 11.5% 11.5%~13%

纳税条件：如果满足以下要求，则交易

需缴纳增值税：

（1）必须有货物转移或提供服务。

（2）必须在经营业务或从事艺术和专业

活动范围内进行经营。

（3）经营活动必须在意大利境内进行，

但不包括意大利领土内的利维尼奥市，意大

利坎比昂市和卢加诺湖区域。

纳税时间：与日历年度相关的年度增值

税申报表必须在下一个纳税年度的 4月底之前

提交。一般来说，结算按月、季度或次年进行。

按月支付的纳税人必须在与结算有关的月份的

下一个月的第 16 天之前缴纳税款，或者在季

度结算的情况下，在季度结束后的第 2个月的

第 16 天之前缴纳税款。对于最后一个年度季

度，缴款截至日期是次年 3月 16 日。

遗产和赠与税

遗产和赠与税根据财产转让的价值征

收，税率为 4%~8% 不等。如果转让的财产是

不动产，还需要额外征收 1% 的土地登记税和

2% 的抵押税。如果将公司或其股份转让给配

偶或直系后代，则可以免交遗产和赠与税，

但是规定受赠人或继承人从受让或继承之日

起需要至少持有股份或保持公司经营 5年。

注册税

税率：注册税适用税率从 0.5％到 15％

不等，最低应缴税额为 67 欧元。但是，对于

同一类型的合同，应缴纳200欧元的固定税。

纳税条件：注册税在以下情况下缴纳：

（1）在意大利境内形成的特定的合同。

（2）在意大利境内、境外达成的涉及意

大利境内商业企业或不动产的转让与租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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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合同。

征税基础和税率根据相关合同的性质以

及当事人的状况确定。如果是不动产转让，

则还需另外缴纳土地登记税和抵押税，在公

共注册机关办理正式书面手续时缴纳。

表 2-6    2019 年不动产转让相关税率

税种
第一套住房

（从私人手中购买）
第二套及以上住房

（从私人手中购买）
从开发商手中购买的住房

注册税 2% 9% 200 欧元

地籍税 50 欧元 50 欧元 200 欧元

抵押税 50 欧元 50 欧元 200 欧元

                                          

①    意大利国家财产局 . https://www.agenziademanio.it.

地方税

地方税由 3 个税种组成：房地产税

（IMU）、城市建设维护税（TASI）和垃圾税

（TARI）。所有在意大利境内的房地产所有

权人（居民或非居民）每年必须缴纳房地产

税。税基是由地籍处按照不动产种类和级别

确定的地籍收益估价乘以给定的法定乘数得

出的值。房地产税的法定税率是 0.76%，实际

税率则由不动产所在地市政府在法定税率的

基础上下浮动0.3%的范围内自行确定。目前，

意大利各地城市建设维护税（TASI）和垃圾

税（TARI）的收税标准有所不一。

        

数字税

意大利议会通过的“数字税”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意大利将对一些全球营收超

过 7.5 亿欧元，其中在意大利营收超 550 万

欧元的科技公司征收 3% 的数字税。

纳税条件：该税适用于来自以下服务供

应的收入：

（1）在数字界面上放置广告，并以该界

面的用户为受众目标。

（2）提供一个多边数字接口，使用户能

够相互联系和互动，并促进商品或服务的直

接供应。

（3）传输由用户收集并通过使用数字接

口生成的数据。

纳税时间：纳税期与日历年一致。

2.4 土地获得①

外资企业在意大利获得土地所有权方面

享有与意大利本国个人和企业同等的私有财

产保护权。

● 外资企业可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土地永

久所有权，通过租赁方式获得合同规定年限

的使用权。

● 根据意大利投资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

在符合对等原则的基础上，可获得意大利农

业耕地或林地的所有权或承包经营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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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无法定期限，也不存在法定附加条件。

中国符合该对等原则，因此可享受此待遇。

● 农业、林业用地所有权转移涉及多项关

联性法律问题，建议投资者就具体项目咨询

专业律师意见。

2.5 外汇管制①

意大利是欧盟成员国，自 2002 年开始使

用欧元作为交易货币。根据欧盟指令，意大

利实行资本账户开放。

● 居民和非居民均可持有外汇账户。

● 利润在缴纳所得税之后，可自由汇出；

利润、付款和货币转移可以自由汇回。

● 外国人携带现金出入境不得超过 1 万

欧元。

● 除反洗钱、反恐以及打击逃税等有关措

施外，对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合法资金和所得

基本没有限制。

● 由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问题，银行必

须报告所有超过 1000 欧元的交易。

● 2016 年，商品或服务现金支付的限额

从 1000 欧元提高到 3000 欧元。超过此金额

的付款必须以电子方式进行。该规则对电子

货币服务、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豁免，但不

包括支付服务公司。

2.6 外资优惠政策②

由于外资的很多政策中采用“对等原则”

或者采用和意大利本国企业“平等原则”，

所以意大利没有专门针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或

鼓励政策，一些行业和地区投资优惠措施普

遍适用于包括外资在内的所有投资。

税收优惠政策

研发税收抵免。自 2015 年起，任何在一

个财政年度中有不少于 30000 欧元研发费用

的公司开展的任何研发投资活动所产生费用

均可享受税收抵免优惠政策。

专利盒（Patent Box）。“专利盒”是

一种税收激励，是对企业来自于某种特定类

型的符合条件的知识产权的所得进行税收减

免的激励政策。自 2017 财年起，最大税收抵

免额为收入所得的 50％。该比例适用于与使

用合格无形资产（或许可）相关的收入。参

照工商业地税，也可享受相同的减免税。此

税收制度涉及的对象是公司、在意大利设有

常设机构的非居民纳税人和从事商业活动的

其他机构。

大型研发项目贷款补贴

为了鼓励企业研发创新，对于正在进行

大型研发项目并满足以下条件的公司，可以

享受最长 8年的贷款补贴。

（1）从事商品或服务运输的公司。

（2）从事农业和食品加工的公司。

（3）从事生产服务业的公司。

（4）研究中心。

（5）创新创业公司。

                                          

①    意大利银行 . https://www.bancaditalia.it.

②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 . https://www.mise.gov.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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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30 日，意大利税务局公布了 658445/2019 号法规，是关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出台的 34 号关于专利盒制度的执行细则。从 2019 年财年开始，纳税人适用专

利盒制度的，可以直接计算相关收益，如果符合规定的免税收入，不再需要向意大利税

务局申请。这一选择要在年度纳税申报表上打钩，并且是不可撤销和不可更新的。该

34 号税法第四条规定，从 2019 财年开始，符合专利盒制度和直接开发条件的无形资产

的纳税人，可以选择不向意大利税务局申报税收裁决申请，而是直接计算符合条件的收

入，并注明所有支持信息。

特别提示

（6）项目的持续时间不超过 36 个月。

对不同公司的贷款补贴略有不同。大

型公司的贷款补贴最高为项目研发总额的

50%~60%，小型公司的贷款补贴最高为项目研

发总额的 50%~70%。

新企业“零利率”政策

“零利率”政策是指对于满足条件的企

业，可以享受贷款补贴，而且该贷款不需要

支付利息。

适用范围：

（1）成立时间不超过 36 个月的公司，

符合表 2-7 贷款使用范围条件的费用总额在

150 万欧元以内。

（2）公司成立时间超过 36 个月但不超

过 60 个月的公司，符合表 2-7 贷款使用范围

条件的费用总额在 300 万欧元以内。

（3）在意大利成立的不超过 36 或 60 个

月的微型和小型公司（包括合作社），成员

和股份的一半以上由 18 至 35 岁之间的成员

或女性组成。

贷款使用范围与比例限制：当企业用于

各项活动的费用支出符合以下条件时，才可

以进行贷款补贴。

补贴金额：

（1）以零利率的贷款补贴形式提供。贷

款的最长期限为 10 年。

（2）对于成立不超过 36 个月的公司，

符合条件的支出的 75％以内可以进行零利率

贷款。

（3）对于成立至少 36 个月，不超过 60

个月的公司，符合条件的支出的 90％以内可

以进行零利率贷款。

地区鼓励政策

意大利南部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意大利

政府针对在南方投资和增加就业制定了众多

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一般性的财政金融激

励措施、雇工鼓励措施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融

资扶助计划。根据意大利488/92号法律规定，

南部地区经营采矿、制造、建筑、能源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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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配、服务业、贸易和旅游的大中小型企

业可获得资助。

目前在坎帕尼亚、普利亚、卡拉布里亚

和西西里等 4个大区投资超过 3000 万欧元以

上的项目可以申请意大利“发展合同”基金补

贴。投资必须用于新建工厂、购买设备等，并

且外资企业在意大利要拥有可信的投资实体。

行业鼓励政策

航空航天业。投资航空航天产业的大型

和中小型企业，投资在 100 万欧元以上，并

且承诺至少进行两年生产活动，就可享受无

息优惠贷款，额度最高可达有效成本支出的

75%，中小企业最高可达 85%。

能源业。对于投资能源供应业的企业，

意大利政府成立能效基金，为投资能效项目，

相比传统技术节省更多能源的企业提供政府

担保和优惠性融资。在建筑重建中，利用建

筑中的可再生能源产生热能以提高能效的企

业和个人均可享受税收减免。

表 2-7    “零利率”贷款使用范围与比例限制

贷款使用范围 比例限制

土地购买或租赁费用 不超过项目总额的 10%

建筑物购买 / 翻新的费用 不超过项目总额的 40%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厂房和设备购买或租赁费用、计算机程

序和服务的购买费用
不超过项目总额的 20%

专利 / 许可证 / 商标的购买费用 不超过项目总额的 20%

公司成员和员工接受专门培训的费用 不超过项目总额的 5%

专家咨询费用 不超过项目总额的 5%



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意大利投资



  38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意大利（2020）

1　中意经贸合作

v
意大利目前是中国在欧盟的第五大贸易

伙伴，中国是意大利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

伴。2019年，中国与意大利签署合作共建“一

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成为第 14 个参

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欧洲国家，标志着中

意两国经贸合作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1 双边贸易

根据欧盟统计局①数据显示，2018 年，

中意双边贸易额达 518.7 亿美元，贸易额创

下历史新高。2019 年，双边贸易额为 500 亿

美元，下降 3.7%。其中，意大利对中国出口

145.4 亿美元，下降 6.1%，占其出口总额的

2.7%，下降 0.1 个百分点；意大利从中国进

口 354.6 亿美元，下降 2.7%，占其进口总额

的 7.5%，提升 0.3 个百分点。意方贸易逆差

209.1 亿美元，下降 0.2%。②

机电产品是意大利对中国出口的最主要

商品。2019 年对中国出口达 50.5 亿美元，虽

同比下降 7.2%，但是仍占意大利对华出口总

额的 34.7%。其中，机械设备出口 44.2 亿美

元，下降 6.2%；电机和电气产品出口 6.3 亿

美元，下降 13.5%。另外，化工产品、纺织品

及原料和运输设备也是意大利对中国出口的

                                          

①    欧盟统计局 . https://ec.europa.eu.

②    中国商务部 . http://www.mofcom.gov.cn.

图 3-1     2015—2019 年中意双边贸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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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产品，2019 年对中国出口合计为 44.3 亿

美元，占意大利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30.5%。其

中 2019 年运输设备对中国出口额 9.31 亿美

元，下降 20.3%，降幅较大。

虽然中国是全球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大

国，但是以羊毛织品为代表的意大利面料在

中国市场上仍极具竞争力，中国是意大利纺

织品的主要出口市场。

                                          

①    意大利统计局 . https://www.istat.it/en.

图 3-2     2019 年意大利对中国出口重要商品

意大利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

产品和纺织品及原料，占自中国进口总额的

38.9% 和 14.2%，2019 年进口额分别为 137.9

亿美元和50.4亿美元，同比下降2.7%和4.2%。

机电产品中，电机和电气产品进口 74.8 亿美

元，下降3.0%；机械设备进口额63.1亿美元，

下降2.4%。纺织品及原料中，非针织或非钩编

服装进口额 15.8 亿美元，下降 4.9%；针织或

钩编服装进口额 11.4 亿美元，下降 5.5%。

中国是意大利机电产品的第二大进口来

源地，占其市场份额的 16.7%，仅次于德国

（21.9%）。中国是意大利纺织品及原料、家

具玩具和鞋靴伞等轻工产品的首要来源地，

占其同类产品进口市场份额的 19.3%、31.1%

和 16.9%。①

总体来看，中意进出口额前 10 的商品具

有较强的同质性和较小程度的互补性，这种

结构有利于促进两国企业进行差异化竞争，

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40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意大利（2020）

1.2 对意投资概况

根据商务部《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对意

大利直接投资流量为 29.76 亿美元，投资存

量为 214.54 亿美元，意大利成为中国在欧盟

图 3-3     2019 年意大利自中国进口主要商品

图 3-4     2013—2018 年中国对意大利直接投资流量 / 存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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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投资目的国。①

 2017—2018 年间，在意大利的中国企业

从原先 300 家增加到 340 家，增幅 13.3%。同

时据意中基金会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

中方企业收购意大利企业 637 家，雇员数量

近 4.2 万人，总营业额约为 234 亿欧元。其

中全资收购 452 家，雇员人数约 2.3 万，营

业额近 134 亿欧元。

                                          

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 . http://www.stats.gov.cn.

②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③    意中基金会年度报告 .https://www.fondazioneitaliacina.it.

表 3-1    中国企业在意大利主要并购项目②

时间 收购企业名称 被收购企业名称 收购金额 收购股份

2014 日发精机 MCM 1180.9 万欧元 80%

2014 国家电网 CDP RETI 21.01 亿欧元 35%

2014 上海电气 安萨尔多能源公司 4 亿欧元 40%

2015 中国化工集团 倍耐力公司 71 亿欧元 26.2%

2016 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米兰 2.7 亿欧元 70%

2018 时代集团 a.testoni S.p.A 1453.5 万欧元 95.35%

2018 中国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Olivotto glass

 technologies S.p.A
2144.51 万欧元 100%

2019 青岛海尔 Candy S.p.A 4.75 亿欧元 100%

2020
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

有限公司
Damiani 在华独家经营权

表 3-2    中国企业在意大利主要并购项目

单位：个

产业 项目数量

制造业 173

商业 151

其他服务业 124

电能、煤气、水和废物处理 123

信息和通信服务 29

其他 55

总计 655

中资企业在意大利投资涵盖金融、机械制

造、能源电力、商业贸易、远洋运输、信息通

信等领域。据意中基金会数据显示，中国企业

投资最多的是制造业，紧随其后的是服务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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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意经贸合作机制

中意经济合作混委会

1991 年，中意签定《经济合作协定》，

成立了部长级混委会。混委会下设投资、中

小企业、知识产权、高技术、生态园、内贸、

贸易强化和医药 8 个工作组。混委会定期召

开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在北

京召开，双方就双边经贸关系、“一带一路”

倡议、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加强贸易与

投资等议题交换意见。

中意科技合作联委会

1978 年，中意两国签署《中意政府间

科技合作协定》，并成立中意科技合作混

委会。中意科技合作联委会第 16 次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在罗马召开。双方一致同

意将继续巩固和发展在科技创新领域高水平

的友好合作，并将在生物医药、文化科技、

智慧城市、新一代通信技术、第三代半导

体、智能制造、设计与创意产业等细分领域

拓展合作。

中意经贸协定

中意两国自建交以来签署了一系列经贸

协定，既有贸易、投资的宏观领域，也有涉

及高新技术、生态园、电子商务合作等的具

体领域，双方经贸协定的签订有利于相互加

深了解，推动经贸关系深入发展。

表 3-3    中意主要经贸协定

时间 协定名称

1985 《中意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1986 《中意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1991 《经济合作协定》

2004 《中意两国政府知识产权合作协议》

2012 《加强高新技术领域合作协议》

2014 《中意关于加强经贸合作的三年行动计划》

2014 《关于在五个优先领域加强经贸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14 《关于共同支持建立中意生态园的谅解备忘录》

2017 《中国和意大利关于加强经贸、文化和科技合作的行动计划（2017—2020 年）》

2018 《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19 《中意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

2019 《关于电子商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意大利共和国政府对所得消除双重征税和防止逃避税的协定》*

　　注：* 该协定对有关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资本收益的税率进行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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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第三方市场合作

2018 年 9 月，中意签署《中意开展第三

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支持双方企业

在第三方市场共同探讨合作机会。在“一带

一路”倡议下，中意双方将合作重点放在高

端制造、创新科技、智能数字化、节能环保、

现代农业和时尚设计等领域。双方合作互补

性强，能为第三方提供高水平、高性价比、

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同时避免招投标

过程中的恶性竞争，真正实现“三方共赢”。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与意大利达涅利集团合作建设阿塞拜疆钢铁生产综合体项目。

阿塞拜疆铁矿石资源丰富，初探储量超过 3 亿吨，但由于缺少冶炼厂，阿塞拜疆一直

以来进口钢坯用于生产钢铁制品。建设阿塞拜疆钢铁生产综合体项目是其非油气领域

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其经济发展具有较大意义。项目位于阿塞拜疆第二

大城市占贾市，主要内容为新建一座年产 125 万吨直接还原铁 (DRI) 及 70 万吨板材制

品的综合炼钢厂，项目金额 11.7 亿美元，合同工期 42 个月。2018 年，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下属中工国际与阿塞拜疆综合炼钢公司签署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2019 年 3 月，

中工国际与意大利达涅利集团在中意两国元首的见证下于罗马交换项目设备采购合

同。中工国际作为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商承建项目 , 意大利达涅利集团作为项目的指定

技术合作方负责直接还原装置、热轧与炼钢装置的工艺技术与设备供货，中工国际负

责球团装置、冷轧装置以及全厂公用工程部分。项目建成投产后，不仅能满足阿塞拜

疆对还原铁的需求，推动当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还将通过出口为其带来大量外汇收

入。项目将为当地创造上万个就业岗位，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案例 1

参与第三方市场建设的双方企业之间具有经济结构互补性强，利益契合明显的特

征，在开拓第三方市场时，可以发挥互补优势，实现信息共享、产业融合、人才共用，

为第三方提供高质量、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项目，带动当地的繁荣发展，打造合作新

亮点，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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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意工商界交流与合作

中意工商界在过往的历史中合作关系良

好。早在 1964 年 11 月，中国贸促会就与意大

利对外贸易委员会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并

于 2019 年 6月续签。除此之外，在 2014 年和

2016 年又分别与意中商会和米兰商会签署合

作谅解备忘录。

意中商会

意中商会成立于 1970 年，是由意大利经

济发展部批准，意大利商会联合会下属的意

中之间唯一的国家级联合商会。意中商会的

宗旨：积极促进两国间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

的发展，为对中国市场感兴趣的意大利企业

和想在意大利乃至欧洲市场发展的中国企业

寻找机会并提供各种服务。意中商会是意大

利外交部意中政府委员会、意大利商会联合

会的成员，是意中基金会和欧盟中国贸易协

会（欧中贸协）的创始人之一。

意中商会

秘书长 　马可·贝廷（Marco Bettin）

电话       +39-2-3668-3110

传真       +39-2-3656-1073

邮箱       secretarygeneral@china-italy.com
　　　　info@china-italy.com

米兰商会

米兰商会全称米兰工业、手工业和农业

商会，创建于 1786 年，是欧洲历史最古老的

商会之一。现有会员企业约 35 万家。主要职

能是受政府委托依法为企业办理登记注册、

负责市政环卫、专利登记、发布企业破产信

息、企业公证、电子商务、经贸信息统计等。

米兰商会

联系人　Ivana Piana

电话　　+39-2-8515-5869

传真　　+39-2-8515-5227
　　　　+39-2-8515-5394

邮箱       ivana.piana @mi.camcom.it

意大利中资企业协会

意大利中资企业协会成立于 2006 年，是

意大利首家以中资企业为主体的民间团体。

现有会员企业 71 家，现任会长单位为中国银

行米兰分行，常设机构有理事会，包括理事

长、副理事长和理事成员。协会旨在为驻意

中资机构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充分发挥协

调、互补作用，为中资企业在意大利的发展

牵线搭桥，促进中意两国企业间的友好合作，

维护中资企业在意大利的合法权益。

意大利中资企业协会

联系人    姚鲁杰

职务       意大利中资企业协会秘书长
　　　   中国贸促会驻意大利副总代表

电话       +39-2-3594-5567

地址       Via Vittor Pisani,9 20124 Mil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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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中国总商会①

意大利中国总商会，前身是意大利华侨

华人贸易总会，成立于 1997 年 7 月 1 日，

2017 年正式更名为意大利中国总商会，是一

家非盈利性的社会团体。

该商会旨在遵守中国和意大利的法律、

法规，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向有关部门反

映会员和会员单位的意见和要求，促进商务

环境的不断改善；加强会员与政府机构的沟

通以及会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培训，

提高会员管理水平和企业技术进步。

意大利中国总商会

电话       +39-6-6487-1308

传真       +39-6-6487-1308

邮箱       italychinatrading@gmail.com

网址       https://www.agcci.com

地址　　Via Filippo Turati 140，00185
 　　　　ROMA ITALIA

                                          

①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 .https://www.ice.it.

2　对意投资形式

2.1 设立实体②

实体形式分类

根据意大利的相关法律法规，外国企业

在意大利投资，可以设立代表处、分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合资公司等 5

种形式。

代表处：代表处设立应该在开设之日

起 30 日内通知当地公司注册处 (Registro 

Delle  Imprese)，并提前向当地税务部门申

请税号 (Codice  Fiscale)。代表处不具备独

立法人资格，只能开展市场、广告、科学研

究和市场等调查和推广类活动，不可以从事

和商业有关的盈利活动。违反此规定，代表

处将被视为常设机构，且其开展活动或服务

所获得的收入必须在意大利全额纳税。

分公司：分公司在意大利作为总公司的

常设机构，需要交增值税（VAT）和营业所得

税，并需要每年向总公司备案财务报告。如

果在初始阶段很可能发生亏损，采用分公

司的形式可以将亏损与其他活动的盈利相

抵销。

有限责任公司（S.R.L）：

● 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 10000

欧元，非一次性缴纳，可在公司成立时存 25%

到公司账户。

● 公司盈利不分红时，只需要缴纳公司

所得税（IRES  24%）。若盈利分红后，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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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IRPEF 23%~43％）。

● 在治理结构上，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应

设有董事与监事各一名。股东之间可以相互

转让股份。

● 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时，必须经

股东会过半数股东同意。

● 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只需按

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向股东公开，供其查阅，

无须对外公布。

● 公司拥有独立法人资质，对外所需要承

担的经济责任仅限于它的注册资本。当公司资

本无力偿还债务时，公司股东无义务承担债务。

股份有限公司（S.P.A）：股份有限公司

指由两个或以上个体持有公司股份份额的企

业组织形式。

● 在股份公司的形式下，股份是公司的

所有权凭证。公司可通过公开、非公开的方

式发行股票，通过经营、投资、财务融资等

方式创造利润回报股东；股东可以出售手中

股票，将自己对公司的所有权转让给其他人。

● 在意大利，成立股份有限公司，需要

进行合同公证（Atto  Pubblico），并且公司

章程必须由公证人来撰写。

● 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 120000

欧元，在缴纳注册资本的 25% 后，即可获得

法人资格，一切经济责任由公司承担。

● 在治理结构上，股份有限公司设有股

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根据《意大利民

法典》，至少每年召开一次股东大会。

合资公司：外国投资者也可以与意大利

当地的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在成立合资公司

时需中方企业在国内准备好相关的材料，并

与意大利当地企业一起公证注册程序。

                                          

①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 . https://www.sviluppoeconomico.gov.it.

设立实体具体流程①

（1）设立代表处

图 3-5    在意设立代表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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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6    在意设立分公司流程

司在意大利的完整地址；②分公司代表人的

个人资料。

c. 经认证的分公司代表人的签字；

d. 证明该外国母公司在某官方的外国公

司注册机构或商会拥有成员资格的证书。

（3）设立有限责任公司（S.R.L）

图 3-7    在意大利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流程

图 3-8    在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流程

（2）设立分公司

外国公司在意大利设立分公司所需要的

材料包括：

a. 经认证的公司设立文件及公司章程；

b. 经认证的批准在意大利设立分公司的董

事会纪要或股东大会纪要，其应包括：①分公

（4）设立股份有限公司（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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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在意设立合资公司流程

表 3-4    中国企业在意大利设立合资公司所需材料

所需材料 备注

1. 中国有关政府部门关于成立合资公司的批准文件 此 5 项需经以下有关公证机关进行公证

或认证：

1. 中国有关地方公证处公证。

2. 中国外交部领事司认证。

3. 文件译为意大利语，经意大利驻华大

使馆或总领馆认证。

2. 中方公司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登记注册的《营业执照》

3. 中方公司董事会关于成立合资公司的决议

4. 中方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证、工作证、护照复印件

5. 在意大利办理合资公司注册手续的中方代表的委托书、

身份证明

6. 中方投资款必须从意大利境外的银行汇出，汇款银行出

具汇款证明

用以证明此项汇款并非来自意大利

2.2 兼并收购

兼并收购是中国投资者在意大利进行投

资的重要方式之一，主要通过收购公司资产

或股权等方式进行，其中通过股权收购获得

目标公司控制权是最常见的方式。

相关法律法规

一般情况下，外国企业并购意大利境

内公司不受限制。但《竞争和公平交易法》

（2013 年修订版）规定在意大利并购的营

业额总额 ( 包括并购方和被并购方 ) 若超过

4.68 亿欧元或是被并购方意大利总营业额超

过 4700 万欧元的并购需提前进行备案。该法

还规定如意大利企业在别国遭受歧视性对待，

意大利政府有权阻止该国企业的并购计划。

若并购交易与意大利国家利益“战略相

关”，则会受到一些限制。比如《意大利黄

金权力法案》（The Italian Golden Power 

Law）主要内容是规定政府有权干预并阻止外国

资本对意大利相关领域的收购以保护能源、交

通、通信等战略性领域企业设施和国家资产。

（5）设立合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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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及注意事项

交割需在意大利公证处对转让契据进行

公证，然后提交公司注册处备案。转让契据

是股权转让协议或框架协议中条款的简要概

括。契据应以附件形式附在股权转让协议或

框架协议上，并需要确认没有与转让协议相

冲突的条款。

在许多情况下，出于交割后转变商业模

式和改善低效率的双重考虑，常常需要对公

司进行裁员。

● 这一程序的复杂性及其成本不应被低

估，在交易的早期阶段就应当对这一事项做

出安排和预算。

●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详细的员工列表

（包括职位、职责和补偿细节）都应在尽职

调查的阶段完成交换，最好能在签订最终收

购协议之前作出裁员决定。

基于上述理由，建议中国投资者将员工

裁撤事宜定为卖方责任，作为交割的先决条

件加以完成。

如果收购者在交割完成后对员工裁撤事

宜负责，应与相关工会密切合作，以获得其

支持，并严格遵守劳动法相关规定，否则有

可能引起员工骚乱甚至罢工，根据 23/2015

号立法法令还可能受到严厉的罚款处罚。例

如最高支付 24 个月薪水或恢复非法解雇的职

位（限于有明显歧视的情况）。

表 3-5    黄金权力约束范围

序号 约束范围

1 若被收购的企业是国防领域的企业，且该收购将对意大利的国家安全造成实质性的不利。

2
若被收购的企业涉及能源、交通或通信领域，且收购将对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如国家安全、

基础设施运行或供应链稳定等造成实质性损失。

青岛海尔全资收购意大利 Candy 公司。2019 年 1 月，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青岛海尔”）与意大利 Fumagalli 家族共同宣布，青岛海尔以 4.75 亿欧元（约

38.05 亿元人民币）完成对 Candy S.p.A 公司 100% 股权的收购交割，Candy 公司正式成

为青岛海尔的全资子公司。合并后的青岛海尔，2018 年的营业收入在西欧排名第 5。

青岛海尔此次收购，从 Candy 公司的品牌组合和产品平台的高度互补性出发，通过实

现产品种类多样性来满足不同价位的细分市场，为欧洲及全球用户提供可持续的美好

生活解决方案。

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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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过程中一定要与自己的愿景使命一脉相承，青岛海尔的

愿景是成为全球物联网时代智慧家庭生态品牌的引领者，此次收购能够将 Candy 的创

新能力、意大利技术、设计和风格融合到海尔的体系中，向实现愿景迈进一步；同时

青岛海尔在此次收购中也聘请多家专业国际财务、法律、税务、人力资源顾问公司助

力实现成功收购，充分表明了专业机构在企业海外并购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启示

2.3 联合研发

中意在联合研发合作中始终保持密切联

系。目前，意大利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三大技

术引进来源国。其主要合作方式有两种：一

是建立联合研发机构，汇聚中意高质量人才

资源，开展共同研发；二是开展“产学研”

领域的创新合作。2010 年以来两国轮流举行

中意创新合作周，2019 年举办的首届中意科

技产业协同创新峰会，都在推动中意两国产

学研之间的合作交流。

表 3-6    中意联合研发部分机构介绍

机构名称 基本概况 合作内容

中意中医药联合

实验室

2007 年由科技部、天

津市政府与意大利卫生

部共建

已签署多项重大国际联合研究项目，将在 GCP 规

范临床试验、GLP 实验室建设、新药研发等领域展

开合作。

中意技术转移中心

2011 年由北京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和意大利创

新技术推广署共同承建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推动中

意创新联盟、联合研发中心和联合实验室建设；

搭建技术转移配套服务平台；建立中意企业创新

中心。

中意信息工程联合

研究中心     

2018 年由北京航天长

征飞行器研究所与比萨

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联合

成立

开展基础及创新技术研究工作。重点在电磁辐射、

天线、电子技术、力学、机械、纳米技术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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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意大利主要航空航天企业

企业名称 概述 主要业务 与中国合作

莱昂纳多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营 收 138 亿 欧

元；世界 10 大航空航

天和防务企业之一；与

空客并列的欧洲最大直

升机制造商之一

直升机、机载设备、飞机、

无人机、模拟器、航空结

构件

莱昂纳多的直升机，

是中国应急救援、医

疗急救、警务航空等

领域应用最广泛的直

升机之一

Airbus Italia 

S.p.A.
空客在意大利的公司

从事物联网、空间技术的

研发
—

AVIO Aero
全球领先的航空器和船

舶推进系统制造商

公务机研发制造、防务与发

动机
—

比亚乔宇航

欧洲少数公务机制造

商；欧洲和意大利最大

的涡桨和涡轴发动机维

修企业之一

公务机制造、涡桨和涡轴发

动机维修
—

TXT 

e-Sloutions

意 大 利 证 券 交 易 所

（STAR）的上市公司

航空航天设计和评估、机载

软件、生产管理、数字化制

造、培训和仿真、航空公司

运行和决策支持、增强现实

和虚拟现实应用等

与中国的主要航空院

校、多家航空公司、

飞行训练中心开展广

泛的业务交流和合作

3　投资目标行业

中国企业赴意大利开展投资项目，可以

优先考虑航空航天、汽车、生物医药、可再

生能源、旅游等行业。

航空航天

产业情况。意大利航空航天制造业高度

发达，2018 年，行业出口总值 51 亿美元，位

居全球第 8 位。意大利的航空航天工业有超

过 800 家企业，总从业人员约 10 万。其中，

在北方的皮埃蒙特大区有约 300 家航空航天

企业和相关机构，伦巴第大区有约 220 家，

拉齐奥大区有约 250 家，这 3 个大区的从业

人员超过 6 万。南方主要集中在坎帕尼亚大

区、阿普利亚大区，从业人员约 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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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潜力。中国企业到意大利投资航空

航天业前景广阔。首先，意大利航空航天技

术先进。航空航天工业在世界排名第七、欧

洲排名第 4，是意大利最具高科技含量的产业

之一，研发创新设计能力在全球处于领先地

位。其次，航空航天工业也是中国大力发展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投入

明显持续增加，一系列鼓励航空航天工业发

展的政策陆续出台，未来双方必将在这一领

域展开更多合作。

中国和意大利在航空航天工业已开展过

较多合作项目，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投资建议。

结合企业自身战略方向，着眼产业细分

领域。意大利航空航天工业以中小企业为主，

主要集中于产品设计或者单一零部件的制造。

中资企业在投资意大利企业时，要明确自身

战略目标，提前对欲收购的企业做好尽职调

查，找准与自身发展方向一致的企业进行兼

表 3-8    中意航空航天业部分合作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介绍

C.M.D 发动机公司
该企业是意大利知名发动机制造商，2017 年 1 月，重庆隆鑫动力完成了对

其 67% 股份的并购，快速进入了航空发动机市场。

ATR-72-500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购买的 ATR-72-500，创造了年飞行 2800 多小时的支线

飞机使用率，可靠性和签派率是中国所有支线飞机最高的。

ART 舱门
2010 年，中航国际与沈阳国泰公司（民营企业）合作，实现了 ATR 舱门的

首件交付和小批量生产。

TXT 电子飞行数据包

系统 / 辅助设计软件

为中国众多航空院校、航空公司、飞行训练中心提供数字化操作系统，虚拟

飞行应用等。

Tecnam 飞机
生产的轻型运动飞机居中国所有同类型品牌销量第一。已落地沈阳市，实现

了国产化。

中国空间站 意大利将与中国联合建造核心舱段。

并收购。

合理选择收购方式，避免“黄金权力”

约束。2020年 4月，意大利政府将自己的“黄

金权力”适用范围从国防和国家安全产业扩

展到一般的高科技产业，航空航天业也成为

“黄金权力”运用领域。因此，中资企业在

意大利开展相关合作时，建议与当地企业联

合收购以规避“黄金权力”风险。



  53

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意大利投资

汽车业

产业情况。根据意大利汽车协会①2020

年最新报告显示，意大利整个汽车产业（汽

车制造 + 售后服务）有超过 20.1 万家活跃的

公司。这些公司的总产值为 3350 亿欧元，投

资超过 130 亿欧元，雇用了 123 万人，工资

和薪金超过 260 亿欧元。

2014—2017 年，意大利的汽车产量从

69.8 万辆增长到 114 万辆。2018 年和 2019

年有所下降，但整体来看，在过去的5年里，

平均年产量超百万辆，达到 105 万辆，比

2014 年之前的年产量增长 43%。

                                          

①    意大利汽车工业协会 . https://www.anfia.it.

图 3-10    意大利汽车产业年产量趋势

投资潜力。意大利的汽车产业链发展良

好。意大利作为汽车强国，不仅体现在它数

量众多的整车厂上，同时在汽车设计领域以

及零部件配套领域都有世界知名企业和供应

商，发展汽车工业的土壤深厚。

根据意大利汽车协会公布的意大利现有

车辆使用年限显示，无论是乘用车还是商务

或工业用车，使用年限超过 10 年的占 50% 以

上。因此，意大利本地汽车升级换代的需求

旺盛，未来投资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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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    意大利汽车产业知名企业

类别划分 企业名称 明星产品 / 企业

整车制造商

FCA

旗下有 Abarth、Lancia、 Alfa Romeo、Chrysler、 

Dodge、Ferrari、Fiat、Maserati、 Jeep、Ram 等

乘用车品牌

CNH Industrial
旗下有 Iveco、Astra、Magirus、Heuliez 等商用车

品牌

独立汽车设计

公司

Bertone、Fioravanti、ininfarina、

IDEA、Zagato、Italdesign 

Giugiaro 等

—

零部件供应商

Alcantara SpA 汽车内饰 Alcantara 材料

Sparco SpA Sparco 方向盘、Sparco 赛车服、Sparco 赛车座椅

Brembo SpA Brembo 刹车

Graziano Trasmissioni
阿斯顿马丁全系列、迈凯伦全系列、玛莎拉蒂全

系列、兰博基尼全系列的变速箱

OZ Group S.p.A. OZ 轮毂

图 3-11    按照使用年限划分的车辆比例①

                                          

①    意大利汽车工业协会 . https://www.anfi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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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展的投资项目。许多中国车企积极

走出国门，开拓意大利市场，并得到了意大

利市场的认可。部分车企已经投资或收购了

意大利汽车企业，实现了互利互赢。如钱江

摩托收购意大利贝纳利公司，重庆鑫源控股

收购意大利摩托车品牌 SWM，浙江中能工业集

团收购意大利摩企 Moto Morini。

时风集团积极开拓意大利市场。随着环保理念的日渐发展，电动车越来越成为欧

盟国家车辆消费趋势。时风集团在意大利的合作伙伴结合时风 D202 电动车的产品特

点，与时风技术研发团队通力合作，耗时 1 年，经过车身碰撞测试、灯光测试等，最

终获得欧盟批准证书，准许在欧盟境内批量生产时风电动车。根据规划，该型号电动

车将首先在意大利北部、中部及西西里岛区域销售，未来将推广到法、德、奥地利以

及挪威等国。

案例 3

虽然意大利有众多世界著名汽车企业，但汽车市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中资企

业若能够在其中找准切入点，将有机会打开并占有一定的汽车细分市场。

启示

投资建议。

对接意大利汽车产业链，开展针对性投

资合作。相较中国汽车产业在制造环节的优

势，意大利的汽车产业优势集中在汽车设计

环节，特别是豪华汽车。当前，众多中资企

业已经在意大利设立设计中心，如长安汽车

设计中心、江淮汽车设计中心等。中资企业

可以发挥自身制造优势与意大利汽车造型设

计能力相结合，吸收借鉴意大利在高端豪华

汽车制造、汽车设计、汽车内外饰件方面的

优势，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投资合作，与意大

利企业实现优势互补，打造更好的汽车产业

链，提升核心竞争力，做优意大利市场，

结合绿色发展方向，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进一步深入，以及欧盟

对环境立法日益严苛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

将成为意大利未来汽车发展的重要方向。中

资企业在投资时，要结合自身优势，糅合意

大利原有技术，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投入，

特别是电池组和电力电子部件的投入，尽早

在意大利新能源汽车市场中抢占先机。

生物医药业

产业情况。意大利生物医药产值和企业

数量在欧洲仅次于德国。2018 年，意大利生

物医药产业产值超过 300 亿欧元，拥有制药

企业 200 余家，企业雇员 63500 名，其中 90%

以上有大学学历，研发人员约6100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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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生物医药产品也是主要出口产品，出

口占总产值的 73%。意大利每年在生物医药产

业研发资金的投入密集度（研发投入占销售

额比重）也高居各产业之首，为制造业平均

水平的5倍。根据欧盟统计局①的数据显示，

生物医药领域欧洲中高级技术专业人才最

密集的地区就是伦巴第大区，其分布着意

大利生物技术领域 54% 的医疗医药机构、

50% 的制药企业、70% 的从业者以及 60% 的

制药基地。

投资潜力。第一，意大利政府有一系列

针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政策支持。如 2016 年意

大利政府提出的“意大利 2040”的科技创新

计划：计划筹建世界级科研中心，致力于癌

症基因组学、神经基因组学、食品与营养、

分析模型和大数据研发、软件与生物信息学、

社会经济影响等领域的研究开发。

第二，意大利医疗卫生系统排名世界第

2，在实用性、成本和服务质量上遥遥领先。

高水准的生命科学水平使得投资意大利的医

药和生物技术能为投资者带来很高的收益回

报，具有高度战略价值。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导致

世界各国对于生命科学的关注持续高涨，市

场需求前景广阔，具有长期投资价值。

投资建议。

遵守意大利医药领域相关审批程序及相

关条例。与国内的新药审批要求和程序不同，

意大利新药市场批件的申请和审批更加严格。

同时，除满足意大利相关要求外，还要遵循

欧盟审批程序和要求。中方投资者一定要熟

悉相关文件和程序，遵循意大利《立法条例

219/2006》关于在意大利生产、推广和经销

药品的强制性要求。

优化企业投资组合，布局未来投资热点。

中资企业在投资意大利生物医药产业时，要

                                          

①    欧盟统计局 . https://ec.europa.eu.

表 3-10　意大利和欧盟医药审批程序

意大利审批程序 欧盟审批程序

有效范围 仅在意大利国内有效 在整个欧盟市场均有效

申报流程

将申报资料交给意大利药监局 AIFA 进行

审批。在药监局进行了 GMP 现场审查之

后，药监局会根据申报资料和现场审查的

结果决定是否授予新药市场批件。

申报者可以在中央审批程序、

非中央审批程序和互认程序三

者中任选其一。

共同点
需要提交包括 CMC（化学、生产、质量控制）、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的相

关数据，按照法定格式进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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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自身在“研发 + 预防 + 诊断 + 治疗 + 医

药 + 服务”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优化自身的

投资组合规划，同时积极关注全球未来医药

产业发展趋势，提前布局投资热点。

可再生能源  

产业情况。意大利是欧盟第 5 大可再生

能源市场，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 83 万亿千瓦

时。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发布的最

新《3 年能源可持续投资计划》指出，将在

2020—2022 年间投资 278 亿欧元，继续扩大

绿色事业版图。这一投资规模较此前公布的

2019—2021 年 3 年投资计划增加了 11%。超

过一半的资金，约 144 亿欧元将用于可再生

能源部署，旨在到 2022 年实现 14.1 吉瓦的

新增装机容量，届时意大利的可再生能源在

总发电装机容量的占比接近 60%。

投资潜力。

第一，意大利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消费

市场。意大利能源自给率极低，境内煤炭和

石油资源储量极少，仅有少量水能、地热和

天然气等能源资源，远不足以支撑其经济发

展需求。作为欧洲第 4 大能源消费国，意

大利超过 80% 能源资源需要进口，市场潜

力巨大。

第二，意大利可再生能源市场政策支持

力度较大。由于能源匮乏，意大利政府和民

众对于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较大，政

府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给予高额补贴。

投资建议。

抱团出海投资，最大程度降低投资风险。

中资企业可以与国内发电设备制造商、电力

工程建设企业“抱团出海”，加强联合体协

作。尽早与意大利监管部门接触，获得投资

和运营电力领域所需的当地批准和许可。同

时做好项目尽职调查，建立企业风险防范机

制，最大程度降低投资风险。

与当地企业联合投资，合理规避各类法

规约束。电力企业赴意大利投资，不必固守

必须绝对控股、财务并表、收益率可比国内

项目等传统预期要求，而要重视通过中意合

资企业来积累自身国际化经验，培养、储备

企业国际化管理人才。同时，投资收益要求

亦更多地参考意大利本国市场的平均水平。

中国企业可以采用参股、相对控股，甚至财

务投资等方式，在分散风险，平稳“出海”

的同时，也更有可能通过意大利愈加复杂严

苛的各种监管审查。

旅游业

产业情况。意大利是世界级旅游胜地，

拥有独特的艺术、文化和历史遗产，优质的

自然资源和秀美风景。截至 2019 年 12 月，

意大利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总数为 55 处。根据

意大利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旅游市场统计数

据》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10 月，外国游

客在意大利消费总额超过 400 亿欧元，同比

增长 6%，旅游业创收已达到 GDP 的 13%。

投资潜力。

首先，意大利政府大力支持旅游业发展，

旅游产业市场巨大。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的爆

发使得其旅游业收入下降明显，但为振兴旅

游业，意大利政府也宣布对文化、旅游业给

予 50 亿欧元的纾困救助。同时，意大利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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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来意旅客访问目的地类型

也从财政预算中拿出 24 亿欧元成立“2020 年

假日奖金”（Bounus  Vacanze  2020），支持

意大利家庭在意大利境内度假的住宿费用。 

其次，中国赴意大利旅游人数持续升

温。据意大利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报告显示，

近年来，中国游客赴意大利旅游持续升温，

意大利成为了中国游客最喜爱的赴欧旅游目

的地之一。同时，中国游客在购买免税商品

的消费能力上也位居首位。中国游客已经成

为意大利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资企业在意大利投资旅游产业更易受到国

人青睐。

投资建议。

投资富有意大利特色的高端旅游项目。

中国企业赴意大利投资旅游产业可以重点关

注 7种旅游产业项目，包括：艺术城镇项目、

海上旅游项目（包括游艇、游轮新建和海边

空地开发）、高尔夫度假村项目、商务会议

中心项目、冬季户外旅游项目（包括宾馆、

体育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开发）、温泉和

疗养项目、高品质餐厅和专项观光旅游项

目。    

遵守旅游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的法律

法规。意大利旅游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

的法律法规较多，中国企业赴意大利投资旅

游产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对于

自然环境保护和旅游资源保护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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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意大利投资建议与典型案例

4.1 投资建议

科学研判意大利产业链，找准投资

切入点

意大利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门类

比较齐全，产业技术水平普遍较高，市场规

模较大。中国企业投资意大利需要科学研判

拟投资产业的产业链条现状，科学选择投资

切入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相关产业链

条上其他意大利企业实现优势互补。

建立企业防范风险体系，切实保障

自身利益

中资企业在意大利投资可能遇到各类政

治、商业上的风险。由于意大利平均诉讼周

期达 7 年，执法成本较高，中资企业要建立

自身风险防范体系。如遇到问题，要及时寻

求专业机构帮助，切实保障自身利益。

加强与工会的沟通，建立良好关系

意大利工会力量强大，劳工保护问题对

于中资企业常常十分棘手，处理不当不仅会

使企业陷入诉诸公堂的困境，也会损坏企业

以及中国投资者的形象。因此，中国投资者

应重视意大利的劳工与工会问题，认真研

究劳工相关政策与法律，了解当地工会文

化，与工会做好沟通，尽可能避免劳工纠纷

的出现。

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建立企业

良好形象

中资企业在意大利投资，要遵从当地风

俗，同时要注意与当地居民保持良好互动状

态；要主动履行各类社会责任，处理好文化

差异，保护员工的权益，保护当地的环境。

特别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企业更

应当与当地民众共同面对危机，塑造企业

人性化形象，将企业发展与当地发展有效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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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典型案例

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 CIFA 公司。2008 年 6 月 25 日，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告将收购意大利 CIFA 公司 59.32% 股权。同年 9 月 28 日，中联重科

联合金融投资机构弘毅投资、高盛集团、曼达林基金与 CIFA 正式签署整体收购交割协

议，以现金收购方式，正式完成对 CIFA 股份的收购，从而诞生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混凝

土机械制造企业。2012 年，中联重科审议批准了旗下海外投资管理公司收购 CIFA 公

司其他股东的 40.68% 股权的决议。至此，中联重科以“两步慢走战略”方式完成了对

CIFA 公司 100% 股权的收购。收购 CIFA 之后，中联重科能够共享 CIFA 的销售网络，通

过双品牌的战略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喜好，快速提升国际化地位，同时通过一系列文

化、价值链的整合使得原有的两个企业实现了战略和管理上的融合，帮助中联重科零

距离学习先进的生产与运作管理经验，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案例 4

本次收购过程中，中联重科利用欧盟国之间彼此免除预提税的规定以及卢森堡与

中国香港之间的双边税务协定，免除资本从意大利流向卢森堡、卢森堡流向中国香港

的预提所得税，合理避免高额税收。

图 3-13    中联重科收购CIFA 的多层股权交易结构示意图

主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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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设计交易结构，合理避税。中资企业在未来并购时，要巧妙构建交易结构，

不仅可以减轻并购的资金压力，而且也可以避免来自欧盟和被收购企业母国的监管审

查，降低母公司并购整合的风险。

引进机构投资者，降低融资风险。中资企业在国际收购过程中，要学会引入具备

国际并购整合经验的股权投资基金、投行等机构投资者，既可充分借鉴其专业经验，

提升自身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又可缓解企业资金压力，降低财务风险。

注重收购后的企业整合，提升整体价值。企业收购后的整合将决定能否实现 

“1+1>2”的战略目标，所以企业一定要注重并购后的文化、资源等整合，实现并购

价值最大化。

启示

同时，中联重科引入弘毅、高盛和曼达林三方投资人，同时借助国内各大银行的

支持，最终分担到中联中科的金额远低于总收购款，极大降低了企业的风险。同时，

引入这些专业机构，能够充分利用机构投资者的专业知识理论设计交易结构，将信息

不对称的风险降到了最低。

在并购交易达成之后，中联重科采取“两步慢走”方式来尽早磨合并购双方间的

差异。同时在100%持股后，吸收CIFA先进文化，形成“一元、二维、三纲、四德、五常、

六勤、七能、八品”的价值观体系。专门设立“协同办公室”，专职负责双方合并后

的协同问题，并设计新的适合整合后企业的人才培训、考核、奖惩制度，充分整合了

双方优势资源，最终实现企业扩张的初始战略，提升企业整体价值。

光明集团的海外收购之路。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光明集团”)

自 2006 年组建以来，围绕集团战略核心业务，以“资源、网络、品牌”、中国需求及

消费升级为主线，秉承海外并购“聚焦主业、关注协同、风险可控、价格合理、团队

优秀”五大原则，在海外并购当地优质成熟企业作为“走出去”的主要发展模式，全

面开展海外布局。

自2010年起，光明集团先后在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英国、意大利、以色列、

西班牙和中国香港地区并购了 8 家海外企业，初步完成了在欧洲、澳大利亚地区的国

际化布局。为获得稳定优质的原料供应，于 2010 年完成对新莱特 (Synlait) 乳业 51% 股

案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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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国际化并购中，无论是上游原材料资源、优质的品牌和市场资源，还是全

球分销渠道和网络，都要始终围绕集团核心业务，以求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推动主

业国际化发展，实现集团战略发展目标。

启示

权的收购；为建设国际化的销售渠道，于 2011 年以 5.3 亿澳元收购澳大利亚玛纳森食

品 75% 的股权。于 2014 年 12 月，收购意大利知名橄榄油企业 Salov 集团 90% 股权。于

2015 年 9 月，以 7900 万欧元获得西班牙米盖尔公司 72% 的股权；为形成良好品牌形象，

于 2012 年 11 月完成对狮王资本 100% 控股的英国维他麦公司 (Weetabix) 的收购交割。

光明集团于 2014 年 12 月收购意大利 Salov 橄榄油企业。该企业不论是销售网

络还是其品牌影响力都与光明集团的海外并购战略不谋而合，即可以有效利用意大利

Salov 企业在国外的影响力和销售网络为光明食品集团铺路，继续拓展欧美市场，还可

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在国内，由于目前中国的橄榄油市场有很大

的利润空间，有很好的销售前景，所以光明集团选择这一专门销售和制造橄榄油的优

秀品牌，希望在国内形成差异化竞争，争取在橄榄油领域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主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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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大利金融市场概况

意大利金融业历史悠久，国际金融中心

最早出现在中世纪时期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由地中海贸易的繁荣带动金融业发展。进入

21 世纪，米兰在欧洲金融市场上占有重要地

位，位于米兰的意大利证券交易所是意大利

最重要的证券交易所，其周转率（即交易量

与上市股票总量之比）超过 100%，是欧洲所

有交易场所中最高的，股票交易非常活跃。

但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

影响，意大利金融系统表现持续低迷，不良

贷款仍占整体银行贷款的 14% 左右，加之较

高的政府债务，金融业复苏相对迟缓。

表 4-1  意大利主要金融机构

中央银行

意大利银行 Banca d'Italia　

商业银行

意大利劳动银行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S.P.A.　

联合圣保罗银行

Intesa Sanpaolo 

　中期银行
Mediobanca 

S.P.A.

联合信贷银行

Unicredito Italia-

no S.P.A.　

意大利联合银行

Banca Intesa 

外资银行

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花旗银行 Citibank   汇丰银行 HSBC

中资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交通银行

保险公司

　忠利保险公司

Assicurazioni 

Generali

Unipol Fondiaria 

Sai 保险集团

Mediolanum

保险集团

Cattolica Assicurazioni

保险集团

证券交易所

意大利证券交易所 Borsa Italiana S.p.A

金融监管机构

意大利证券管理委员会

Commissione Nazionale per le Società e 

a Borsa　

意大利银行 Banca d'Italia

保险监管研究所

Istituto per la vigilanza sulle 

Assicurazi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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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银行体系 

意大利银行体系主要由中央银行、商业

银行和外资银行构成，共有 830 家银行、76

家银行集团。

中央银行

意大利银行（Banca  d'Italia）是欧洲

央行体系的成员，在意大利银行体系中起着

核心作用。主要负责货币的发行及金融系统

的调控和监管，参与对银行金融活动的调节

与监管，维护投资和存款安全。欧元体系启

动后，作为欧洲中央银行系统（ESCB）的成

员，①意大利银行参与欧洲中央银行制定和实

施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与其他成员国中央

银行共同维护区内支付体系安全和正常运转，

并负责在意大利发行欧元硬币的工作。

商业银行

意大利主要的商业银行有意大利劳动银

行（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SPA）、

联合圣保罗银行（Intesa  Sanpaolo）、中

期银行（Mediobanca  SPA）、联合信贷银行

（Unicredito  Italiano  SPA）、②意大利联

合银行（Banca  Intesa）。其中，意大利联

合银行是欧洲最大的银行集团之一，是意大

利第二大银行集团。

外资银行

外资银行主要包括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花旗银行（Citibank）、汇丰银行

（HSBC）等。

中资银行

中国与意大利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不断深

化。目前共有 5 家意大利银行在中国设有分

行或代表处。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也在意大利设有

分行。此外，中国银联也在意大利积极开展

业务，与许多意大利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超八成的 ATM 机可用银联卡提取欧元

现金。

1.2 证券市场 

意大利证券市场作为欧洲主要的证券市

场之一，经过长期稳定的发展，已较为成熟

和规范。意大利证券交易所成立于 1997 年，

总部位于米兰，自 1998 年 1 月开始运营，并

于 2007 年 10 月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

一部分，其经营范围包括股票、债券等。意

大利证券交易所利用电子交易系统进行实时

交易，为本国和全球投资者提供了一个便利

的交易平台。

截至 2017 年 12 月，意大利证券交易所

股票总市值达 640 万欧元，有 350 家上市公

司。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是意大利证券交易

所的基准股票市场指数，根据在意大利证券

                                          

①    欧洲中央银行体系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②  意大利银行 . http://www.bancaditali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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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在意大利的中资银行分行及联系方式

银行名称 联系方式

中国银行罗马分行

电话：+39-6-452-1016

传真：+39-6-452-101618

网址：https://www.bankofchina.com/it

地址：Via Barberini,97-103, Roma,Italy

中国银行米兰分行

电话：+39-2-864731

传真：+39-2-890-13411

网址：https://www.bankofchina.com/it

邮箱：Service_IT@bank-of-china.com

地址：Via Santa Margherita,14, Milan,Italy

中国工商银行罗马分行

电话：+39-6-4521-1998

传真：+39-6-4521-1900

网址：http://milan.icbc.com.cn/icbc

地址：Via Dei Due Macelli,87/88, Roma,Italy

中国交通银行（卢森堡）罗马分行

电话：+39-6-4575-1500

传真：+39-6-4575-1518

网址：https://www.dandreapartners.com

地址：Piazza Berberini,52,Roma,Italy

中国建设银行米兰分行

电话：+39-2-3216-3088

传真：+39-2-3216-3092

网址：http://eu.ccb.com

地址：Viale Della Liberazione,13,Milan,Italy

交易所上市的 40 个交易最活跃的股票类别的

股价综合编制而成。

1.3 保险市场

意大利保险市场发展成熟，业务数量

和业务种类繁多。意大利社会健康保险主要

由隶属于国家卫生部的 Servizio Sanitario 

Nazionale（SSN）负责组织和管理。意大利主

要的私人保险公司有：Assicurazioni Generali

忠利保险集团、Unipol Fondiaria Sai保险集

团、Mediolanum 保 险 集 团、Cattolica Assi-

curazioni保险集团等，均为综合性保险公司。

保险种类覆盖面广，主要的保险种类有：人

寿保险、汽车保险、医疗健康保险、意外伤

害保险、船舶保险、房屋保险、储蓄投资保

险等。意大利人寿保险的保费占全国保险市

场总保费的 90％以上，是欧洲第三大人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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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市场。①

1.4 金融监管机构②

意大利金融监管机构由意大利银行、意大

利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保险监管研究所组成，分

别负责监管银行业、股票和证券市场及保险业。

意大利银行

意大利银行（Banca  D’Italia）的主要

职责是监管意大利的银行系统，③包括银行、

金融中介机构、电子货币机构（IMEL）、支

付机构（IP）以及与意大利证券管理委员会

（CONSOB）达成协议的非银行中介机构（SIM、

SICAV 和 SGR），参与对银行金融活动的调节

与监督，维护投资安全。

意大利银行

网址        https://www.bancaditalia.it

电话       +39-6-47921

邮箱        email@bancaditalia.it

地址
        Via Venti Settembre, 97/e, 00187

　　　　Roma RM

意大利证券管理委员会

意大利证券管理委员会（Commissione 

Nazionale  per  le  Società  e  la  Borsa，

CONSOB）是负责监管证券市场的官方机构，

主要具有以下职责：

（1）确保市场透明度和金融市场参与者

行为合规；

（2）确保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披露信息的

完整性和准确性；

（3）向投资者提供完整准确的可转让证

券招股章程；

（4）监管审计册中的审计员认真履职；

（5）监管以及调查潜在的内幕交易和市

场操纵侵权行为，从而保护投资者权益。

意大利证券管理委员会

网址      http://www.consob.it

电话       +39-6-84771

邮箱        sprotocollo@consob.it

地址
        Via Giovanni Battista Martini,3 00198

　　　　ROMA RM

保险监管研究所

保险监管研究所(Istituto per la vigilanza 

sulle Assicurazioni，IVASS)④是负责监管保

险市场的一个独立行政机构，主要职责是保

障保险市场的稳定性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

意大利通过中央与地方银行分行的共同监督，

以实现保险监管与银行监管同步进行。同时，

IVASS 还会监督保险公司的技术、财务、资产

                                          

①    意大利人寿保险数据 . https://www.statista.com.

②  意大利证券管理委员会 . https://www.consob.it.

③  意大利银行 . https://www.bancaditalia.it.

④  意大利保险监督研究所 . https://www.ivas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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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监管研究所

网址        https://www.ivass.it

电话       +39-6-421331

邮箱        scrivi@ivass.it

地址        via del Quirinale 21 00187 Roma RM

和会计；监控公司和代理商对保险法律法规

的遵守情况；确保报价对用户的透明度；收

集针对保险公司的投诉等。

2    融资渠道及方式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

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加快，融资需求日益增

长，在境内外融资的渠道及方式也日趋丰富

和多元化。 

2.1 境内融资

企业在境内融资一般采用信贷融资、债

券融资、股权融资等三大类方式。下面主要

介绍与企业对外投资紧密相关的一些具体融

资方式。

信贷融资

国内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为“走出

去”企业提供多种形式的贷款融资产品。

政策性银行贷款。国家开发银行（以下

简称“国开行”）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

机构，也是中国最大的中长期信贷银行和债

券银行。近年来，国开行积极深化与各国政

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推出多项国际

业务产品，主要用于支持中国企业融资的是

贷款融资类和自营投资类产品。

（1）贷款融资类产品：旨在解决中国企

业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金融、农业、民生、

能源等重点领域的资金困难问题，主要包括

外汇中长期项目贷款、国际银团贷款等。

- 外汇中长期贷款：期限在一年 ( 不含 )

以上，以贷款形成资产的预期现金流作为偿

还主要来源的贷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基

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基本建设及技术改

造项目等领域。

-国际银团贷款：两家或两家以上金融机

构向借款人发放的，贷款资金用于支持国际

项目的银团业务。国际银团贷款的优势在于

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资源，贷款金额大、贷款

主体多；有助于企业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贷

款集中度。该产品适用于支持境外项目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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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国进出口银行官网 . http://www.eximbank.gov.cn.

内外集团客户大型项目融资、贸易融资以及

各种大额流动资金融资。

（2）自营投资类产品：作为中国银行业

唯一具有人民币投资功能的专业投资机构，

国开行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和丰富的基金筹备

设立经验，积极开展政策性基金业务，推动

中国企业“走出去”。其中，典型的自营投

资类产品是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等。

国家开发银行

网址        www.cdb.com.cn

 电话       +86-10-6830-6688

传真        +86-10-6830-6699

邮箱        webmaster@cdb.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8 号

中国进出口银行①（以下简称“进出口银

行”）是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投资发展与

国际经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

策性银行。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方面，进

出口银行逐步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

支持力度。中国企业可通过进出口银行的信

贷业务进行融资，主要包括境外投资贷款、

“两优”贷款、对外承包工程贷款、出口卖

方信贷和出口买方信贷等。

-境外投资贷款：进出口银行对境内外中

资企业的各类境外投资项目所需资金提供的

本、外币贷款。该项业务适用于在中国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境内中资企业，或在中国境外合法登记注

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境外中资企业。

-“两优”贷款：中国援外优惠贷款和优

惠出口买方信贷的简称，是中国政府给予发

展中国家政府的优惠性资金安排。进出口银

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两优”贷款业务唯一

承办行。“两优”贷款的借款人一般为借款

国政府主权机构。某些情况下可以为借款国

政府指定并经中国进出口银行认可的金融机

构或其他机构，但应由其政府主权机构提供

担保。

- 对外承包工程贷款：进出口银行对企

业实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所需资金提供的本、

外币贷款。该业务的支持对象包括中方借款

人和外方借款人。

-出口卖方信贷：进出口银行对我国境内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企业出口特定产品和

服务所需资金提供的本、外币贷款。

-出口买方信贷：进出口银行向境外借款

人提供的促进中国产品、技术和服务出口的

本、外币贷款。

中国进出口银行

网址        www.eximbank.gov.cn

电话        +86-10-8357-9988

传真        +86-10-6606-0636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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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银行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贷款支持

国开行提供外汇中长期贷款。2013 年 9 月，中石油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康采恩签

署了加尔金内什气田年 300 亿立方米商品气 EPC 合同和年增供 250 亿立方米天然气的

购销协议，国开行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康采恩签署了项目建设融资协议。

国开行提供国际银团贷款。2014 年 4 月，五矿资源有限公司、国新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和中信金属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以 58.5 亿美元收购嘉能可邦巴斯项目股权，国

开行与花旗银行、工银国际等银行为其提供银团贷款融资支持。

中地海外集团承建喀麦隆项目获“两优”贷款支持。2009 年，进出口银行与喀麦

隆经济计划与国土政治部签署融资贷款协议，为喀麦隆杜阿拉水厂项目提供援外优惠贷

款。这是进出口银行投资建设的重要供水项目。该项目由中地海外水务有限公司承建。

中成套集团承建巴巴多斯项目获“两优”贷款支持。2015 年 11 月 23 日，中国

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EPC方式承建的巴巴多斯山姆罗德酒店项目正式奠基。

该酒店项目合同总金额 2 亿美元，由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买方信贷，是巴巴多斯政府

使用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的第一个项目。

案例 1

政策性银行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宗旨，在支持企业“走出去”、国际产能合作、

能源资源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应深入了解政策性资金的申

请条件、特点，用好用足政策性资金，助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做大做强。

特别提示

跨境并购贷款。跨境并购贷款业务是由

银行向企业或其在境外设立的实体提供贷款，

用于其收购境外目标企业的股权、股份或资

产。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活跃，

国内商业银行充分发挥国际化、多元化优势，

积极开展跨境并购贷款业务，重点支持有实

力的国有大型企业或优质民营企业实施符合

自身产业和发展战略的境外收购兼并，以获

取海外优质资源、关键技术、研发能力及分

销渠道，提升核心竞争力。

跨境并购贷款的特点是，成本相对较低，

产品相对成熟，审批流程较快，无资金募集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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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跨境并购贷款服务

洲际油气获跨境并购贷款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企业股权。2014 年，中国民营企

业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和哈萨克斯坦马腾石油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收购协议，由洲际油气出资 5.25 亿美元收购马腾石油公司 95% 的股权。中国银

行海南分行和中行的两家境外分行通过组织银团方式提供了 4.3 亿美元的跨境并购贷

款。该笔跨境并购贷款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南省企业获得的第一笔境外并购贷款。 

长电科技利用跨境并购贷款等方式收购新加坡半导体企业。2015 年，江苏长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电科技”）收购全球半导体行业排名第四的新加坡

STATS ChipPAC Ltd（以下简称“星科金朋”）。中国银行采用跨境并购贷款等方式，

联合多家境内外金融机构为长电科技筹组了 1.2 亿美元贷款，成功支持该笔交易。并

购后，长电科技跻身全球半导体封测行业前三位，成为全球半导体领军企业，同时提

升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在全球的地位。

案例 2

内保外贷。境外中资企业成立时间较短

或不具备从境外银行获得融资的条件，通过

内保外贷方式解决资金需求，是目前企业采

用较多的一种融资方式。这种方式的通常做

法是，由商业银行为境内企业提供信用担保，

由银行的海外机构为企业在境外设立或参股

的企业提供融资。

需要强调的是，在内保外贷业务中，境

外企业必须有中资法人背景。企业申请内保

外贷需要证明其主体资格合法性、商业合理

性、主债务资金用途、履约倾向性等方面的

真实性、合规性和合理性。此外，贷款银行

尤其关注境外企业的还款来源和履约倾向性。

在贷款额度内，境内银行开出保函或备

用信用证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无

须逐笔审批，业务流程较短，融资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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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外汇》2018 年第 9 期。

境外公司 提供支持 境内公司

反担保还款贷款

境内银行

境内境外
保函

境外银行

图 4-1    内保外贷结构示意图

境外中资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资金需求

国内某油脂进口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境外子公司资金缺口。D 企业主要从事油

脂类商品进口业务，企业法人在新加坡注册了公司 E，公司 E 流动资金紧张，由于刚

刚在境外成立等因素，E 公司在新加坡直接融资困难较大。D 企业在天津银行有外汇业

务授信额度，遂向天津银行申请开立融资性保函，受益人为公司E，金额1000万美元。

经审核后，天津银行向受益人公司 E 开具融资性保函 1000 万美元，通过境外代理行对

公司 E 进行融资，额度为 1000 万美元。公司 E 获得了流动资金的支持。

国内某医药公司通过内保外贷实现跨境并购。① S 公司为国内医药上市公司，为

整合资源，拓展海外市场，S 公司有意收购国外某农药医药化学品生产商 H 集团 100%

股权，收购对价 1.54 亿美元。S 公司为 A 银行的客户。考虑到 S 公司为外向型企业，海

外销售主要面向欧美，且在境外有经营实体和经营现金流，在境内可提供现金存单等优

质金融资产作为质押物；同时结合 S 公司自身资产状况和融资需求，以及考虑当时的经

营环境，A 银行为 S 公司制定了内保外贷融资服务方案，较好地满足了跨境并购资金需

求。最终，在 A 银行的大力支持下，S 公司成功完成了收购，有力推进了其拓展海外市

场的发展战略，使其在通过打开发达国家市场增强自身实力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案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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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跨境融资担保服务。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信保”）在助力企

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推出了多元化的产品及服务，主要包括：中长期出口信用保

险、海外投资保险、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国内信用保险、与出口信用保险相关的信用担

保和再保险、应收账款管理、商账追收、信息咨询等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企业可以通过

选择合适的中信保产品及服务获得向多家银行融资的便利。

以对“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融资担保为例，中信保以跨境担保方式，向境外融资

银行或其他债权人出具融资保函，承担特定境外借款人的还款风险，一般由境外借款人

的国内母公司向中信保提供全额反担保。

特别提示

中信保为某非洲房建项目前期融资提供跨境担保。中国某对外承包工程企业 A，

2013 年中标非洲某建筑项目。由于项目预付款无法覆盖前期支出，该企业需要垫付近

3 亿元人民币的款项，而其境外项目较多，大额垫款将导致流动资金紧张。为此， A

企业拟以其新加坡分公司作为融资平台，筹措项目建设期过桥资金。具体操作为，由

A 企业向中信保申请内保外贷担保融资，中信保综合考察项目情况并评估授信，向注

册在新加坡的一家外资银行提供跨境担保，该外资银行据此向 A 企业的新加坡分公司

提供贷款，从而解决了项目建设期资金不足的问题。由于 A 企业在中国信保的评级较

高，此次融资不需要其向中信保提供反担保，降低了融资成本。

案例 4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网址　　www.sinosure.com.cn

电话　　+86-10-6658-2288

　　　　400-650-2860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 11 号丰汇
　　　　时代大厦

债券融资

企业债券融资的常见方式是发行企业债

券和公司债券。近年来，国家鼓励参与“一

带一路”项目的企业通过发行“一带一路”

公司债券进行融资，下面仅就这一具体方式

简要介绍。

 “一带一路”公司债券。项目要求：项

目应经省级或以上发改部门或其他国家职能

部门认定为“一带一路”项目，或为发行人

与沿线国家（地区）政府职能部门或企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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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协议，且已获得有关监管机构必要批复、

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在债券存续

期内，发行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进展情

况等。

资金的使用要求：用于投资、建设或运

营“一带一路”项目，偿还“一带一路”项

目形成的专项有息债务或开展“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区）业务。为提升该类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在满足上述前提下，

允许使用不超过 30% 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偿还银行借款。对于境外政府、金融机

构和企业在国内发行的“一带一路”债券，

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将募集资金

出境。

红狮集团发行“一带一路”公司债券投资老挝项目。① 2018 年 1 月 19 日，红狮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带一路”建设公司债券在上交所成功发行，成为首家国内企业

公开发行的“一带一路”建设公司债券。该债券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

发行规模为 3 亿元，利率 6.34%，全场认购倍数 2.67 倍，期限为 3 年，主体和债项评

级均为 AAA，募集资金将用于老挝万象红狮水泥项目的相关装备购置。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产高标号水泥 200 万吨，既可满足老挝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对高品质水泥的需求，

也有利于输出国内先进的水泥工艺、技术和装备，提升老挝水泥工业的整体水平。

案例 5

                                          

①    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股权融资

股权融资方式包括在交易所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IPO）、向原股东配股、定向增发、

私募发售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下面主要介

绍定向增发等三种方式。

定向增发。定向增发是被上市公司广泛

采用的一种上市后再融资手段，由上市公司

向符合条件的少数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得资金一般用于补充资金、并购重组、

引入战略投资者等。一般是面向公司股东进

行增发，多数时候也会给基金、保险、社保、

券商、企业年金、信托等相关机构以及个人

投资者配发一定比例的股票。根据《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募

集资金用途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

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定向增发新股不需要经过烦琐的审批程

序，对公司没有盈利要求，也不用漫长地等

待，承销佣金仅为传统方式的一半左右。对

于一些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的公司而言，定向

增发是重要融资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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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跨国收购交易的配套资金。2018 年，山东蓝帆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蓝帆医疗”）耗资 58.95 亿元间接收购心脏支架制造商柏盛国

际 93.37% 股份。此次交易涉及跨界 LBO（杠杆收购）、大股东过桥收购和 A 股并购三

大环节。其中，A 股并购交易环节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两部分。

该交易中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2018 年 9 月，蓝帆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以 18.58 元 / 股的价格，成

功发行 9887.1 万股，总共募集资金 18.37 亿元，所募资金将全部用于为收购柏盛国际

需向淡马锡等境外股东支付的现金对价。此次并购交易帮助蓝帆医疗实现了向心脏支

架等高值耗材业务的国际延伸和产业升级。

案例 6

私募发售。私募发售近几年来比较活跃，

成为中小民营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这

种方式的特点是，由企业自行选定投资人并

吸引其增资入股。投资人类型主要有以下几

种：个人投资者、风险投资机构、产业投资

机构和上市公司。不同类型的投资人对企业

的影响是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业务特

点或经营方向进行选择。

可转换公司债券。依据约定的条件，可

转换公司债券（又称可转换债券、可转债）

在一定期间内可以转换成股份。期限最短为

1 年，最长为 6 年。面值每张 100 元。公开发

行可转换债券，应委托有资格的资信评级机

构进行信用评级和跟踪评级。

珠海艾派克公司通过多元融资方式收购利盟国际。① 2016 年 4 月 20 日，中国知

名打印机耗材生产商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派克”）发布公告

称，全资收购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的国际著名品牌打印机及软件公司利盟国际

（Lexmark）。此次并购最终交易额为 39 亿美元（约合 260 亿人民币）。

在筹资过程中，艾派克采用多元化融资方案，即通过企业自有资金、大股东借款、

私募股权投资、私募可转换债券以及银团贷款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最终，艾派克成

功收购比自己大数倍不止的国际巨头。

案例 7

                                          

①    赵晴等 .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方式创新—以艾派克并购利盟国际为例 . 财会月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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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并购多元化融资。企业在进行跨境并购时，应积极尝试运用多种方式和渠道

进行融资，这样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并购资金，还能够合理配置融资资源，降低融

资风险，从而保障并购交易的顺利进行。

特别提示

汇率波动风险。①外汇风险管理是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的重要领域。有效管理外汇风

险可避免因汇率波动可能给企业造成的损失，还能够增加风险收益；反之企业可能蒙受

巨大损失。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及外汇管理水平，结合专业的分析和建议，合理选择

不同的金融工具，有效应对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汇率波动风险主要包括：人民币汇率、投资项目所在地货币汇率以及国际通用货

币汇率波动风险。

- 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人民币对外币汇率波动会给境外企业带来人民币升值、

外币贬值的风险。

- 投资项目所在地货币汇率波动风险：项目所在地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同，可能

会引起汇率大幅度波动，从而为在当地经营的中国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

- 国际通用货币汇率波动风险：经济全球化发展下，影响可自由兑换货币汇率的

政治、经济因素更加复杂，对汇率波动进行有效识别评估的难度不断加大，进一步增加

了境外企业的汇率管理难度。

特别提示

海尔集团利用期权组合应对汇率风险。2016 年海尔收购 GE 旗下家电业务部门，

收购资金由自有资金和并购贷款共同组成，金额高达 54 亿美元。其中，自有资金有一

部分来源于人民币，预计在并购前后可能产生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风险。海尔旗

下的海云汇外汇资本市场 ( 香港 ) 有限公司利用期权组合，有效规避了并购面临的汇率

风险，为本次并购节省了上亿元的财务费用，并实现了保证经营利润的目标。

案例 8

                                                                                    

① 尹伟林 . 境外投资企业汇率风险及应对措施 . 财税研究，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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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意融资

银行贷款

意大利拥有先进的银行制度，只要提供

相应的证件和抵押，所有外国企业可直接或间

接通过在意业务机构或子公司等获得意大利的

银行服务，包括开立银行账户、申请融资等。

在商业贷款方面，意大利各大银行主要

是根据拟贷款企业的行业类别、风险程度，

以及该公司的财务报表等条件来决定贷款利

率，并根据企业的投资目的、方向、项目内

容、规模、融资期限（短期、中期、长期）、

额度、是否为上市公司、企业环境、资金状

况、所属行业、产品情况、企业市场运营情

况、市场地位、市场长远发展前景、社会对

该企业的反映等因素，决定是否提供融资。

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基本享受同等待遇。

图 4-2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2月期间意大利银行贷款利率①

表 4-3    意大利部分银行的贷款条件

银行

意大利劳动银行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S.P.A.) ①

联合圣保罗银行

（Intesa Sanpaolo S.P.A.）②

联合信贷银行

（UniCredit S.P.A.）③

项目 中小企业贷款 中小企业贷款 小企业贷款

贷款
要求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S.P.A. 的客户；

公司必须在商业登记册中注册；

中小企业（年营业额不超过 5000

万欧元，公司员工少于250名）。

Intesa Sanpaolo S.P.A. 的客户；

公司必须在商业登记册中注册；

中小企业（公司员工不超过

499 名，经营情况良好）；

总部设在意大利。

UniCredit S.P.A. 的客户；

无不良信誉记录的自然人；

中小企业（经营情况良

好，资产负债率低）。

                                          

①    意大利劳动银行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spa).https://bnl.it/it.

②　联合圣保罗银行 (Intesa Sanpaolo).https://www.intesasanpaolo.it.

③　联合信贷银行 https://www.ceic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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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政策性资金

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意大利

设立了相关金融机构，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

包括赠款、免税、低息贷款和政府信贷担保

等。这些政策绝大多数情况下适用于外国投

资企业，覆盖主要经营活动，如新建工厂、

技术改造、扩大规模、添置新设备、研发、

融资、培训、雇工等。①

其中，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国家级基金

主要包括：

技术创新基金 (FIT)。主要支持中小企业

的研究成果在工业和商业领域的技术转化 , 

贷款
额度

最高 250 万欧元 3 万 ~300 万欧元 3 千 ~3 万欧元

贷款
期限

36 个月以内 24~36 个月 24 个月

贷款
范围

微型企业、中小型企业（不包

括金融业、保险业、农业和林

业）。

专业人员或从事商业活动的自

然人、微型企业、中小型企业

（包括农业和渔业）。

专业人员或从事商业活动

的自然人、微型企业、小

型企业等。

为应对债务危机蔓延可能对银行业造成的冲击，意大利各大银行纷纷收紧了信贷

条件，致使 1/3 的意大利企业无法获得业务发展所需的资金或者根本无法获得银行的贷

款融资，2017 年至今有 15 家银行面临破产，融资环境不断恶化。因此，中资企业从

意大利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比较困难。

特别提示

续    表

资助方式一般为低息贷款 , 贷款额不超过项

目总经费的 35%。

研发基金 (FAR)。鼓励国家科研机构和

企业联合进行技术研发，资助形式为低息贷

款 , 对中小型企业贷款额不超过全部研究经

费的 65%。

协商规划（Programmazione egoziata）

政策。通过加强和协调，集中所有公共资源

(国家级、大区级、省级、市镇级和欧盟基金)

为企业投资进行资助，重点发展欠发达地区

的特色经济。

                                                                                    

①　意大利经济财政部 .www.mef.gov.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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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意大利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优惠政策框架

2.3 国际市场融资

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可多关注权威国

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支持，同时用好在国

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上市等融资方式。

国际金融机构融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在其业务涵盖的地区和领域往往具有明显优

势和先进经验。对于符合其融资条件的项目

和企业，这些机构以贷款、股权投资等方式

提供融资支持，具有融资期限较长、利率相

对较低、性价比较高的特点。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简称“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

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亚太

地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是首个由中国

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总部设立于北京，

法定资本为 1000 亿美元，2016 年 1 月开始运

营后，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103 个成员。

亚投行利用贷款、股权投资及提供担保等融资

方式支持亚洲各国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

城市发展等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亚洲

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

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截至 2020 年 5 月，亚投行共批准 71 个

项目，总投资 142.7 亿美元，投资项目分布

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 6

个地区的21个国家，覆盖交通、能源、电信、

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



  80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意大利（2020）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网址        www.aiib.org

电话        +86-10-8358-0000

传真        +86-10-8358-0000

邮箱        information@aiib.org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 1 号亚洲

                金融中心 A 座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①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成立于 1991 年，总部

设在伦敦，是欧洲地区最重要的开发性金融

机构之一。目前业务范围已覆盖中东欧、地

中海东部和南部及中亚等地区，为这些地区

的经济转型与发展提供投融资支持。欧洲复

兴开发银行可依据特定项目需求弹性地设计

各种融资工具，包括贷款、股本投资及担保，

提供的贷款额度从 300 万欧元到 2.5 亿欧元

不等，平均金额为 2500 万欧元。

2016 年 1 月，中国正式成为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的第 67 位股东。截至 2018 年 12 月，

中国对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投资为 19.2 亿欧

元。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覆盖中东欧、中亚、

中东等地区，与“一带一路”经济带范围高

度契合。中资企业可在上述地区与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开展项目和融资合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网址        http://www.ebrd.com 

电话        +44-20-7338-6000

地址
        One Exchange Square, London EC2A 

                2JN, United Kingdom

安琪酵母埃及分公司获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安琪酵母公司成立于 1986 年，

是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酵母公司，产品出口到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市场份

额达到 12%。安琪酵母公司设在埃及的工厂，获得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发放的 5200 万

美元贷款，用于建设新的酵母抽提物生产线和更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这是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第一次向中国企业提供贷款支持。

案例 9

 国际金融公司。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

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是世界

银行集团成员，也注于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

发展的全球最大发展机构，重视那些既有助

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又能帮助当地人民

脱贫致富的行业的投融资，例如金融、基础

设施、信息技术、卫生、教育以及中小企业

等，但对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等标准要求较

高。IFC 资助的项目需符合以下标准：

(1) 位于 IFC 成员国的发展中国家；

                                          

①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官网 .http://www.eb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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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来自私营企业；

(3) 技术上有合理性；

(4) 有良好的盈利前景；

(5) 能使当地经济受益；

(6) 能做到对环境和社会无害，满足 IFC

以及所在国家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自 1985 年首次投资以来，IFC 已筹集并

投资超过 125 亿美元，支持了 30 个地区的

370 多个项目。IFC 独特的融资和咨询产品将

全球专业知识与本地知识相结合，从而最大

程度地提高投资回报和社会效益。①

国际金融公司

网址        www.ifc.org

电话        +1 (202) 473-1000

地址
        2121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433 USA

国际金融公司为新希望子公司提供优惠贷款。2015 年 6 月，新希望集团的子公司

新希望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简称“新加坡新希望”）与国际金融公司（IFC）签署融

资协议，由 IFC 向新加坡新希望提供为期 7 年的 6000 万美元优惠贷款，主要用于其在

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市场的农牧业与食品领域的投资和运营。IFC 的资金支持不仅为新希

望集团加速国际化进程，提升其饲料等农产品市场占有率提供了助力，同时也通过新

希望集团的业务拓展为孟加拉、柬埔寨、印度、越南等地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提高

了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和农牧业发展水平。

案例 10

境外发债

近年来，境外发债逐渐成为中资企业重

要融资方式之一，其优点在于境外债券在产

品结构上有足够的空间利用利率、汇率等方

法降低融资成本。中国企业发行较多的是中

资美元债。

中资美元债。中资企业（包括境内企业

或其控制的境外企业或分支机构）在离岸债

券市场发行的、向境外举借的、以美元计价、

按约定还本付息的债券。

发行方式按照美元债现行监管规定，一

级市场主要有 RegS 规则、l44A 规则及 SEC 注

册三种发行方式（详见表 4-4）。

                                          

①    国际金融公司官网 .https://www.i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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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美元债 3种发行方式对比

名称 RegS 144A SEC

投资者 美国本土以外的机构投资者
欧洲及亚洲机构投资者、

美国和各机构投资者

全球机构投资者、美国个

人投资者

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适用 通常应用于中小国美元发行 全球发行 全球发行

期限 3~10 年 5~30 年 5~30 年

发行规模 2 亿 ~10 亿美元 5 亿 ~30 亿美元 5 亿 ~60 亿美元

发行利率 最高 中间 最低

发行周期 约 6 周 约 8 周 约 8 周

会计报表

要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不需要列出本地准则和美

国准则的重大差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必须列出本地准则和美国

准则的重大差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必须列出本地准则和美

国准则的重大差异

披露义务
较少的披露义务；较简化

的尽职调查

严格的披露义务；严格的

尽职调查

严格的披露义务；严格的

尽职调查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的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的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

的评级

对于中资企业来说，由于 RegS 规则项

下的披露标准宽松，可大大简化发行流程和

降低发行成本，因此目前中资企业大都采用

RegS 规则的发行方式。但由于其发行对象的

范围受限，故发行规模较其他两种发行方式

要小得多，通常在 10 亿美元以下。

中资企业通常采用的发行模式有直接发

行或间接发行。

（1）直接发行。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外离

岸市场发行中资美元债。

（2）间接发行。境内企业通过其境外子

公司发行美元债，主要包括担保发行和维好

协议发行两种架构。担保发行由境外子公司

发行美元债，而境内母公司担任发行主体担

保人。维好协议发行是境内母公司与境外子

公司签订维好协议，母公司为境外子公司提

供支持，以保证发行主体保持适当的流动资

金等，保障能够偿还债务。但维好协议实际

并无法律效力。

境外上市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的队伍越

来越庞大，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央企和互联网

科技公司等。境外上市具有门槛低、筹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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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时间短、条件明确、易于操作等特点。企

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在境外上市，充

分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

金，不断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就上市地点而言，企业还需根据自身发

展战略和市场定位以及不同证券交易所的上

市要求和比较优势进行准确评估，选择适合

的上市地点。下面简要介绍在香港、新加坡

和美国上市的情况。

中国香港上市。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

之一，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2019 年，

香港主板 IPO 项目数量合计为 148 家，香港

主板 IPO 募资总额合计为 3102 亿港币。消费

行业及制造行业仍为香港主板 IPO 项目的主

要来源。如今，港交所拥有稳健的二级市场、

完善的监管机制、透明的程序、健全的法制、

高标准的国际企业管治水平，已经成为中国

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的首选伙伴。港交所对

赴港上市企业主体的注册地、财务指标、公

司治理结构等有严格要求。

新加坡上市。新加坡是全球最成熟的金

融市场之一。新加坡股票市场具有 5 大优势

吸引中企纷纷前往新加坡寻求上市：一是制

造业公司在新加坡股市占比大，约为 38%；

二是外国企业在新加坡股市占比较高，约为

20%；三是相对流通性（交易值与市值之比）

较大，特别是 100 多家具有中资背景的股票

流动性更佳，上市挂牌的中国企业股票换手

率更高；四是新加坡聚集了大量世界一流的

投资专家和基金经理；五是新加坡金融市场

有成熟和活跃的二级市场提供增发融资。新

加坡交易所对上市企业注册地并没有严格要

求，但对财务指标有着十分明确的要求。

美国上市。美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是世界

其他任何一个金融市场所不能比拟的，全方

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多种上市标准（纳

斯达克有 3 种标准），能满足各类企业不同

的资本运作需要。在美国最主要的证券交易

市场有纳斯达克（NASDAQ）、纽约股票交易

市场（NYSE）、美国股票交易市场（AMEX）。

公司只有在满足各市场的要求后，其股票或

者证券才能在市场上发行交易。

充分利用国际金融中心的专业优势。中国香港、新加坡、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

中心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大型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以及优秀的人才队伍，能为企业提

供各类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其中香港已成为中国内地企业最重要的境外上市目的地及

全球主要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中国企业既可以利用在这些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上市获得资金，还可以利用

国际金融中心提供的专业服务，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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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概股回归香港上市值得关注。2018 年，港交所对上市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

修订，其中包括允许同股不同权股权架构的企业在港上市以及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港

作第二上市。在美股市场的政策不稳定性日益加剧，以及中概股企业受美国市场监管日

益严格的背景下，为避免由于单一资本市场带来的融资风险，在港作第二上市也成为中

概股企业打造多元融资渠道、分散风险的一个较好途径。

特别提示

2.4 多双边合作基金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企业“走出

去”和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发起设立了多支

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中国—东盟

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拉合作基金等。

多双边合作基金主要以股权类投资为

主，可在不增加企业债务负担的情况下，为

项目建设提供长期、可靠的资金支持，契合

大型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

是对信贷融资、债券融资等融资方式的有益

补充。中国企业可根据项目特点及所在地区，

多与对应的多双边合作基金进行对接，获得

融资支持。

丝路基金

丝路基金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在北京

注册成立，资金规模为 400 亿美元和 1000 亿

元人民币，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共同出资，出资比例分别为 65%、15%、5%、

15%。丝路基金致力于为“一带一路”框架内

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

支持。

从业务模式上看，丝路基金可以运用股

权、债权、基金、贷款等多种方式提供投融

资服务，也可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金融

机构等发起设立共同投资基金，进行资产受

托管理、对外委托投资等；从业务范围上看，

丝路基金投资主要支持“一带一路”框架下

的合作项目，支持各类优质产能“走出去”

和技术合作；从资金投向上看，丝路基金重

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投资所在国工业

化、城镇化进程和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截至 2019 年 11 月，丝路基金通过股权、

债权等多元化投融资方式，已签约投资项目

34 个，承诺投资金额约 123 亿美元。投资覆

盖俄蒙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及欧

洲等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

金融合作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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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基金

网址        http://www.silkroadfund.com.cn 

电话
        +86-10-6388-6800

　　　　+86-10-6388-6850

传真        +86-10-6388-6830

邮箱        public@silkroadfund.com.cn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CAF）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以下简称“东

盟基金”）是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核

准的离岸美元股权投资基金，由中国进出口

银行连同国内外多家投资机构共同出资成立。

东盟基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能源和

自然资源等领域，为中国及东盟地区的优秀

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东盟基金资金募集的目

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

东盟基金投资的主要项目包括：入股柬

埔寨光纤通信网络公司帮助其发展全国性光

纤网络及数字电视业务；收购位于泰国最大

的深水港林查班港一码头资产组合的少数股

东权益；入股菲律宾第二大航运公司 Negros 

Navigation，并以其为主体，全面收购菲另

一航运公司，合并后的公司成为菲国内客货

航运的领军企业；入股亚洲钾肥集团 , 对其

老挝钾盐矿项目进行开发建设等。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网址        http://china-asean-fund.com

电话        +852-3125-1800

传真        +852-3125-1700

邮箱        information@china-asean-fund.com

地址
        香港中环街八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6713-6716 室

东盟基金与中印尼企业合作开发印尼大型镍铁冶炼项目。2013 年，东盟基金与

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印尼八星投资公司合作在印尼开发大型镍铁冶炼项目。

该项目位于印尼苏拉威西岛中国—印尼经济合作区青山园区，建成后年产 30 万吨镍铁

以供出口。该项目是东盟基金在印尼的第一个投资项目，也是其在东盟地区的第九个

投资项目。

案例 11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①

2012 年 4 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波

兰出席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时

正式提出，中国政府将发起设立中国—中东

欧投资合作基金（一期），指定中国进出口

                                          

①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http://www.china-cee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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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为基金承办单位。中东欧基金（一期）

封闭金额 4.35 亿美元，于 2014 年年初正式

运营。基金二期于 2017 年设立并投入运营，

规模为 10 亿美元。

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形式在卢森堡注册

成立，在波兰（华沙）、匈牙利（布达佩斯）、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和克罗地亚（萨格

勒布）均有办公室。

中东欧基金重点支持中东欧国家基础设

施、电信、能源、制造、教育及医疗等领域

发展，积极寻找盈利能力、风险管控能力强

的企业和项目，投资模式采取股权投资，夹

层债务或混合金融产品等多元化模式，单笔

投资规模 1000 万 ~7000 万美元之间。目前，

该基金已实施波兰地平线（Skyline）能源、

格勒诺布尔（Grenoble）风电等多个重点项

目，为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贡献了一

份力量。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hina-ceefund.com 

电话         +48-669-898-887

邮箱         office@china-ceefund.com

地址

         68-70,Boulevard de la Petrusse,L-
                 2320,Luxembourg
                 卢森堡 L-2320 大道，佩特鲁斯
                 大道 68-70 号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以下简称“欧

亚基金”）由习近平主席于 2014 年 9 月在上

合组织杜尚别元首峰会期间宣布成立，是促

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股

权投资平台。欧亚基金主要投资于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未来

将逐步扩展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域内国家。基

金首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总规模为 50 亿美

元，主要投资于能源资源及其加工、农业开

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制造

业等欧亚地区优先发展产业。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hina-eurasian-fund.

                 com

电话         +86-10-5679-2900

传真         +86-10-5679-2960

邮箱         info@china-eurasian-fund.com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3 层 E304-305

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发展基金于 2007 年 6 月正式开业

运营，由国家开发银行承办，旨在引导和鼓

励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并在不增加非洲债务

负担的情况下，通过投入资本金，以市场化

方式增加非洲自身发展能力。总部设在北

京，在南非、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加纳及

肯尼亚分别设有 5 家代表处。2015 年 12 月，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上宣布为基金增资 50 亿美元，基金总规模达

到 10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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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基金投资巴基斯坦能源项目。欧亚基金联合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巴基斯坦安格鲁集团等投资建设了巴基斯坦塔尔煤田第一座坑口电站。该项目总

装机 2×330MW，被列入“中巴经济走廊”首批优先实施项目清单。项目建成运营后将

有效提高巴基斯坦供电能力，改善供电短缺局面。

案例 12

中非发展基金按照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的

操作模式，结合中国、非洲经济发展和产业

调整方向，通过投资和咨询服务等方式引导

和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直接投资，帮助

对非投资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寻找好的项目

和合作伙伴。基金覆盖基础设施、产能合作、

农业民生、矿业等多个领域，主要项目包括：

招商局尼日利亚 TICT 港口项目、海信南非家

电园项目、一汽南非汽车组装厂、武汉人福

制药马里糖浆和大输液现代化药厂项目等。①

 中非发展基金

网址         https://www.cadfund.com

电话         +86-10-5989-2900，5989-2800

传真         +86-10-5956-6969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10、F11

                                          

①  中非发展基金 .https://www.cadfund.com.

中非发展基金投资中非棉业项目。中非发展基金与中国青岛瑞昌、青岛汇富共同

出资设立中非棉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马拉维、莫桑比克、赞比亚及津巴布韦等多个国

家开展棉花种植、加工和销售业务。项目以“公司 + 农户”方式运作，充分调动了棉

农的积极性，不仅带动了非洲各国棉花产业的发展，也给当地人民提供了充足的就业

机会，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项目直接雇用当地员工 3300 余人，间接带动农户种植

棉花 4~5 万户，惠及当地农户 20 余万户。

案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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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2015 年 12 月 4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

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设立首批资金

100 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2015 年末，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在北京注册，由中国国家外

汇储备持股 80%，中国进出口银行持股 20%。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是中长期开发投资基

金，秉承“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通

过与境内外企业和金融机构合作，以股权、债

权等多种投资方式，坚持市场化、专业化和国

际化运作，促进非洲“三网一化”建设和中非

产能合作，覆盖制造业、高新技术、农业、能

源、矿产、基础设施和金融合作等领域，促进

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基金投资的主要项目包括：深圳传音控股

公司股权投资项目、中国有色集团刚果（金）

DEZIWA 铜钴矿项目、洛阳钼业收购 Tenke 铜钴

矿股权项目、中信建设安哥拉铝合金型材厂项

目、白银有色集团认购南非斯班一黄金有限公

司增发股份等。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网址         http://cafic.com.cn

电话        +86-10-6615-1699

传真        +86-10-6615-1727

邮箱         cafic@cafic.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9 号北楼 8 层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投资埃塞—吉布提油气项目。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参与投资的保

利协鑫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石油天然气项目，总投资 36.8 亿美元，被国家发改委列入

“一带一路”项目储备库，同时被国家能源局列为“一带一路”重大能源项目。

2018 年 6 月，保利协鑫埃塞俄比亚 - 吉布提项目第一桶试采原油顺利产出。2019

年 1 月，中交产投与保利协鑫天然气集团就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天然气项目正式签署

《核心投资条款》，协议明确了中交产投将入股“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天然气”项目

上游，控股中下游。这是埃塞俄比亚首个生产天然气和原油并对外创汇的项目，也是

“一带一路”非洲沿线最大能源项目。

案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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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合作基金

2014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访问期

间正式宣布启动中拉合作基金，2015年4月,

国务院研究决定规模扩大为 100 亿美元，由

中国进出口银行具体筹建，于 2016 年 1 月

正式投入运营。

中拉合作基金致力于服务中拉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支持中国企业投资拉美地区，并

通过股权、债权等多种方式投资于拉美及加

勒比地区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

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和产能合作等

领域。

中拉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lacfund.com.cn

电话        +86-10-5790-2500

传真        +86-10-5956-6211

邮箱        investment@clacfund.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

                晨世贸中心东座 5 层 E50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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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境内合规

近年来，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简政放权，

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同时也加强了对企业

境外投资的合规管理，引导企业合理有序开

展境外投资活动，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对

外投资企业要密切关注国内相关政策法规，

准确把握政策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境外投资

国内申报程序，以避免出现在境外工作完成

后，因境内合规问题导致投资失败的风险。

1.1 相关政策法规

企业境外投资需要遵守的国内相关政策

法规主要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

资委、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制定的相关政

策法规等。详见表 5-1。

表 5-1    企业境外投资需遵守的部分国内政策法规

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1 《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9

2
《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资本项目外汇

管理政策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

3

《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

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

4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商务部 2014

5
《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

管理政策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5

6
《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

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7

7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 国资委 2017

8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

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

行、外交部
2017

9 《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

10 《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

行、外交部、全国工商联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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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11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
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

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
2018

12 《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2018）》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13

《关于做好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

（金融企业除外）核准初审取消后相关工

作的通知》

商务部办公厅 2018

14 《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

人民银行、国资委、国家外汇管理

局、全国工商联

2018

15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 商务部办公厅 2019

1.2 境外投资核准或备案

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应按照相关规

定，主动向境外投资主管部门申请核准或备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

展改革委 2017 年第 11 号令），对敏感类项

目实行核准管理，对非敏感类项目实行备案

管理。敏感类项目包括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

的项目和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

敏感国家和地区：与我国未建交的国家

和地区；发生战争、内乱的国家和地区；根

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等，需

要限制企业对其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其他敏

感国家和地区。

敏感行业：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年 1 月发布的《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

（2018）》，包括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

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新闻传媒，以及《关

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

的通知》中限制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业，例如

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

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

或投资平台，详见表 5-2。

商务部。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管

理办法》（商务部 2014 年第 3号令），企业

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

实行核准管理；企业其他情形的境外投资，实

行备案管理。实行核准管理的国家主要是与我

国未建交的国家、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必要

时，商务部可另行公布其他实行核准管理的国

家和地区的名单。实行核准管理的行业主要是

涉及出口我国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的行业、

影响一国（地区）以上利益的行业。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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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规定

项目分类
境内企业直接

开展投资

境内企业通过其
控制的境外企业

开展投资
具体内容

敏感类

项目

核准（国家发展改

革委）

核准（国家发展

改革委）

1. 实行核准管理的，投资主体向核准机关提交项

目申请报告并附具有关文件，项目申请报告应

当包括以下内容：
● 投资主体情况；

● 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投资目的地、主

要内容和规模、中方投资额等；

● 项目对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分析；

● 投资主体关于项目真实性的声明。

2. 核准机关应当在收到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投资主体需要补正的内

容。核准机关应当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项目情

况复杂或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经核准机

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核准时限，但延长的

核准时限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

长时限的理由告知投资主体。符合核准条件的

项目，核准机关应当予以核准，并向投资主体

出具书面核准文件。

非敏感类

项目

央企、大额：备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央企、非大额：

备案（国家发展改

革委）

央企、大额：

报告（国家发展

改革委）

央企、非大额：

无需履行手续

1. 实行备案管理的，投资主体通过网络系统向备

案机关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并附具有关文件。项

目备案表或附件不齐全、项目备案表或附件不

符合法定形式、项目不属于备案管理范围、项

目不属于备案机关管理权限的，备案机关应当

在收到项目备案表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告知投资主体。备案机关在受理项目备案表之

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投资主体出具备案通知书。

2. 投资主体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大额非敏

感类项目的，投资主体应当在项目实施前通过

网络系统提交大额非敏感类项目情况报告表，

将有关信息告知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主体提

交的大额非敏感类项目情况报告表内容不完整

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一次性告知投资主体需要补正的内容。

非央企、大额：
备案（国家发展改

革委）
非央企、非大额：

备案（省级发改委）

非央企、大额：
报告（国家发展

改革委）
非央企、非大
额：无需履行

手续

注：“大额”指中方投资额在 3 亿美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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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发

布《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商

合发 [2018]24 号），加强对外投资信息统一

汇总和事中事后监管。2019 年 5 月，商务部

制定《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

明确了相关工作细则，要求投资主体按照“凡

备案（核准）必报告”的原则履行对外投资

报告义务，包括定期报告境外企业合规建设、

基本经营状况、投资障碍等情况。

1.3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企业境

外直接投资获得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备

案后，由银行按照《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

指引》直接审核办理外汇登记，国家外汇管

理局及其分支机构通过银行对外汇登记实施

间接监管。2017 年 1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

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

合规性审核的通知》（汇发〔2017〕3 号），

要求境内机构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和资

金汇出手续时，除按规定向银行提交相关审

核材料外，还应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

途（使用计划）情况，提供董事会决议（或

合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从而进一步加强对境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

规性的审核，详见表 5-3。

表 5-3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

银行直接办理
的事项

境外直接投

资前期费用

登记

1. 境内机构（含境内企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下同）汇出境外的前

期费用，累计汇出额原则上不超过 300 万美元且不超过中方投资总额的

15%。

2. 境内机构汇出境外的前期费用，应列入其境外直接投资总额。

3. 银行通过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为境内机构办理前期费用登记手续后，境内机

构凭《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到银行办理后续资金购付汇手续。

申请材料：

1.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营业执照（尚未办理“五证合一”的企业，还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

3.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注意：

境内机构为其境外分支、代表机构等非独立核算机构购买境外办公用房的，

需提交以下材料：

1.《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境外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等非独立核算机构的批准 / 备案文件或注册证明

文件。

3. 境外购买办公用房合同或协议。

4. 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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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银行直接办理
的事项

境内机构境

外直接投资

外汇登记

银行要求的审核材料主要有：

1.《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多个境内机构共同实施一项

境外直接投资的，应提交各境内机构的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及组织机

构代码证）。

3. 非金融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金

融机构境外投资提供相关金融主管部门对该项投资的批准文件或无异

议函。

4.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5. 外国投资者以境外股权并购境内公司导致境内公司或其股东持有境外公司

股权的，另需提供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营

业执照。

6. 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境内机构境

外直接投资

资金汇出

银行要求的审核材料主要有：

1. 业务登记凭证。

2. 资本项目信息系统银行端中打印的对外义务出资额度控制信息表。

3.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应针对具体投资项目向相关部门确认具体流程及要求，

特别是要及时了解国家关于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变化。此外，企业在核准或备案、信

息报告、外汇登记等环节提供的材料，应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对于瞒报、

漏报甚至提供虚假材料的，有关部门将视情节采取相应惩戒措施或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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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意合规运营

2.1 劳工雇佣①

劳动法有关规定

在意大利，有关劳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

基本规则可以在《宪法》《民法典》中找到，

雇佣条款和条件由工会和同行业的雇主协会

之间定期签署的国家集体协议（NCA）确定，

同时规定工作条件，并确定每个特定部门的

最低工资和薪级表。劳动合同受《民法典》

规定的一般规则约束。意大利的雇佣协议通

常由简单的雇佣函组成，其中包括当事方的

                                          

①    意大利劳动和社会政策部 . https://www.lavoro.gov.it.

身份、工作地点、就业开始日期、试用期、

工作期限和入职、员工的职责以及适用的国

家集体协议中所包含的规定。

劳动合同形式

根据法律规定，意大利的劳动合同有以

下形式见表 5-4。

表 5-4    意大利劳动合同形式

合同类型 具体内容

兼职合同

● 合同必须是书面的，并规定工作时间 ( 如按日、周、月和年 )。

● 兼职雇员的工资和其他权利通常与同样工作权利的全职雇员的工资和其他

权利成比例。
● 可以增加兼职合同的辅助条款，使雇主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如“弹性条款”

允许雇主增加工作时间，改变白天工作时间。

定期合同

● 公司可以根据固定期限合同雇佣员工，安排有时间限制的工作。

● 定期合同最长可持续 36 个月。

● 法律规定，定期合同总数不得超过长期雇佣劳动力的 20%。定期合同不能

用来取代罢工工人，也不能用来取代暂时被解雇或参与集体解雇的雇员。

“随叫随到”合同
●“随叫随到”的工作合同规定，员工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工作。

● 在此期间，员工可以在接到通知后短期内被叫去工作，即使只工作几天。

学徒制合同

● 学徒制是一种带有职业培训性质的开放式合同。

● 雇主可以根据雇佣的员工数量，按一定比例雇佣学徒，并被要求确保学徒

获得专业技能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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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期限

意大利劳动合同的期限大致可以分为两

类：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在合同中明

确约定截止时间，期限可长可短。合同期满，

雇主可再决定是否继续延期，2 年内最多可延

期 4 次。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在劳动合

同中只约定了开始时间，没有终止日期，合

同一直存续至员工退休为止。

工作时间

意大利法定每周工作 5天，每天工作 8小

时。特殊和临时的业务活动可能需要员工在每

周休息日或法定假日工作。加班工作是指每周

超过 40小时之后的工作时间，但是加班时间

每周不得超过8小时，每年不得超过250小时。

国家集体协议设定了适用于加班工作的特定附

加费率，但是雇主也可以用额外的休息日代替

多付的薪水。高管不受工作时间规则的约束。

表 5-5    意大利法定工作时间

内容 时长要求

法定每周工作时间 40 小时

每周最高时长 48 小时

每日最高时数 13 小时

假期

意大利有 11 个宗教或国家的假日。宪法

赋予每个人连续工作 6 天至少休息 1 天的权

利，雇员每年享受 4 周的法定年假。雇主通

常会根据公司和生产效益，并考虑到员工的

需求，决定员工何时可以休假。除法定最低

期限外，雇员还可以享受带薪休假期，假期

的时长随着工龄的增加而增加。法律规定未

用休假可以延期使用，但必须在应计年度之

后的 18 个月内休完。员工有权在雇佣关系终

止时向雇主索要未使用假期的工资。

病假

雇员病假期间有权保留职位。资深雇员

的病假时间可达 6 个月，具体由集体劳动合

同进行约定。雇员有权享受由雇主支付的 3

天带薪病假，其后到第 180 天的薪资福利由

社会保障机构提供。病假期间合同暂停，雇

员的权益受到保护。在适用的集体协议规定

的最低期限结束之前，不得解雇雇员。

事假

出于结婚以及家庭责任，雇员每年可请

15 天事假，雇主须全额支付工资。

产假

怀孕的女雇员有权享受 5 个月的产假，

时间为从生产前 2 个月以及产后 3 个月，雇

主须支付 80% 的工资。如果婴儿母亲死亡或

病重，婴儿父亲可休同样期限的假期。在特

殊情况下，产后 3 个月可延长至 7 个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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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意大利法定节假日

法定节假日 日期

元旦 1 月 1 日

主显节 1 月 6 日

复活节翌日 每年不同

解放日 4 月 25 日

劳动节 5 月 1 日

国庆节 6 月 2 日

圣母升天节 8 月 15 日

万圣节 11 月 1 日

圣母无染原罪节 12 月 8 日

圣诞节 12 月 25 日

圣史蒂芬日 12 月 26 日

应的薪资福利由社会保障提供。雇员怀孕期

间禁止从事任何有害健康的工作。

工资

意大利法律没有对“工资”和“补偿”

作出法定定义。出于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目

的，在雇佣关系范围内给予雇员的任何补

偿，包括实物补偿，均视为工资。意大利没

有法定最低工资。每个合同级别的最低工资

通常在相关的国家集体协议中按部门规定。

目前，意大利正在讨论为未受国家集体协议

覆盖的工人引入最低工资制度。此外，意大

利也没有法定奖金。国家集体协议可能会提

供诸如集体绩效奖金或个人绩效奖金并对某

些工作安排提供运输津贴或赔偿，但没有法

定津贴。

根据意大利法律规定，工资分 13 个月分

期支付。每年的 12 月份，同时支付 12 月份

工资和第 13 个月工资。国家集体协议通常还

会设置合同项目的付款日期和计算基础（如

通知期、生病补偿）。雇主经常向某些雇员

授予附带福利（如：担任最高 / 中层管理和

销售职位的人可以享有公司汽车和移动电话、

午餐券以及内部或外部培训和教育）。雇主

必须为所有雇员提供遣散费，金额为年度总

薪酬的 1/13.5。无论因何种原因终止雇佣关

系都需要给雇员支付遣散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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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聘

雇主解除合同需要以书面形式进行通

知。在有固定期限合同下，当雇员存在非常

严重的违反行为（如：盗窃）或任何其他严

重破坏雇佣关系基础和信任关系的行为时，

合同可以终止，无需任何补偿或其他制裁措

施。如果其中一方没有正当理由终止合同，

另一方可获得适当赔偿。在无固定期限合同

下，雇主不得随意解除劳动合同，除非满足

以下条件：

（1）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2）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3）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公司利益

造成重大损害。

外籍人员工作规定

为了规范第三国国民的入境和进入意大

利劳动力市场，非欧盟外籍工人的入职受制

于每年的新入职员工配额，该配额通过总理

令来设定。配额及工作许可基本分为 3 个步

骤，如图 5-1 所示。

图 5-1    外籍员工工作申请许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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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①

意大利社会保障体系提供退休金、养老

金、失业救济金和遗属抚恤金等，并要求企

业履行雇佣残疾人的义务。受益金额通常基

于应计的社会保障缴款和员工工作年限来确

定。所有雇员和工薪人员，包括高管、项目

工作人员和自雇工人，都有义务参加意大利

的社会保障计划。社会保障款支付给意大利

社会保障管理局 (INPS)。国家工作事故保险

协会 (INAIL) 为所有员工提供工伤事故和职

业病保险。

退休金。根据意大利政府颁发的“配额

100”法令要求，年龄和缴税年数总和达到

100 才可以领取退休金 ( 如：年龄 62 岁加上

缴税 38 年 )。

养老金。意大利的退休养老保障制度也

非常人性化。只要持有永久居留卡，且在意

大利住满 10 年，退休后无论之前纳税与否，

均可领取 550 欧元 /月的养老金。

遗属抚恤金。是向已领取直接抚恤金的

已故领取人的家庭成员提供的福利，其数额

根据死者本应享有的抚恤金计算，支付比例

为 60%~100% 不等。

雇佣残障人员的义务

意大利法律规定了不同规模的企业需要

雇佣残障人员的比例，违反这些规定的公司

将受到行政制裁。正在经历金融或商业危机

的公司可以申请暂时中止的义务。对于公司

员工超过 35 人，且工作属于高危险、高强度

的工种，如无法完成配额，可以申请获得部

分豁免。

                                          

①    欧盟委员会 . https://ec.europa.eu.

②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 . https://www.sviluppoeconomico.gov.it.

表 5-7    强制雇佣残疾工人

雇员总数 义务

15~35 人 至少 1 名残疾工人

36~50 人 至少 2 名残疾工人

51 人及以上 残疾雇员至少占雇员总数的 7%

2.2 财务及税务②

财务会计准则

意大利上市公司采用《国际会计准则》

（IFRS），非上市公司可采用《国际会计准则》

编制其单独的财务报表，也可以采用意大利

当地的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新的国际会



  102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意大利（2020）

计准则 IFRS9 于 2014 年发布，并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

税务

意大利的税收征管由意大利税务局负

责。税收年度一般为每年的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

纳税申报。意大利的每位纳税人都会有

一个纳税号，需要根据其收入及其他利益所

得向税务当局如实报告。意大利的居民个人

和公司必须在相关纳税年度结束后 10 个月以

内提交纳税申报。

纳税审查。税务机关对纳税申报进行形

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形式审查是对纳税申报

中的材料和数据进行简单的核查，如果发现

错误或者材料缺失，税务机关会通知纳税人

予以更正或提供补充资料。实质审查是对纳

税人申报的收入或者申报的应缴纳增值税的

营业额进行实质核查。税务机关也可根据情

况对纳税人实施现场检查。审查完成后，如

果存在漏报或违规情况，税务当局将出具最

终评估报告。

税收缴纳。意大利税收缴纳实行预付制

度，主要采取纳税申报、雇主代扣代缴以及

公证员联合会、商业银行等中介机构代扣代

缴的方式。

税务诉讼。对税务机关出具的评估报告

或者处罚通知，纳税人可向税务法院提出诉

讼，对评估的上诉必须在 60 天以内向一审税

务法院提出诉讼。对一审判决的结果，税务

机关或纳税人可以向二审税务法院提出上诉。

对二审判决的结果，税务机关或纳税人可以

就有关法律解释的问题向最高法院提请上诉。

税务裁定。纳税人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要求税务机关就税法的具体适用和解

释问题作出裁定，予以明确。纳税人也可以

就国际税收问题向税务机关申请专门裁定，

予以说明。在裁定所依据的条件和法律规定

均未改变的情况下，裁定的有效期为 3 年，

并对税务机关具有约束力。

逃 税 惩 罚。根据第 74/2000 号立法法

令，将逃税定为刑事犯罪，主要包含以下 5

种情况，见表 5-8。

表 5-8    逃税类别和惩罚

行为 认证标准及惩罚

虚假声明

● 　包括通过虚假发票或更改会计记录伪造报税表或增值税。仅在超出以下限制

时，才构成刑事责任：逃税额超过 3 万欧元；未申报收入超过总收入的 5％，

或至少达到 100 万欧元。
● 　判处 1 年 6 个月至 6 年监禁。

不忠实的申报

● 　没有虚假发票，但是仍然有意识地虚假申报以逃避税收。仅当超过以下限制，

才会构成刑事责任：逃税额超过 5 万欧元；未申报收入超过总收入的 10％，或

至少达到 200 万欧元。
● 　判处 1 年 6 个月至 6 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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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行为 认证标准及惩罚

声明省略
● 　未能在截止日期的 90 天内提交纳税申报表或增值税相关申请。

● 　逃税额超过 3 万欧元时，判处 1~3 年监禁。

隐瞒或销毁会计

凭证

● 　破坏或隐瞒必须保留的会计记录或其他凭证。

● 　判处 6 个月至 5 年徒刑。

发行虚假发票
● 　发行虚假发票以利于向第三方逃避所得税或增值税。

● 　无论金额如何，都有可能被监禁 1.5 年，直至最高 6 年。

对于上述所有刑事犯罪，如果所逃税额

超过业务额的 30％或在任何情况下都超过

300 万欧元，则不给予缓刑。

外资企业应当严格遵守当地与税收有关的法律法规，准备好相关文件供税务机关

随时查询。一旦企业被税务机关查出存在违规行为，不仅自身形象受到负面影响，还有

可能面临频繁审查、适用严苛的审核标准、双重征税、税务校正等惩罚措施。

特别提示

2.3 知识产权保护①

意大利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相对完

善，主要有：《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

《工业产权法》和外观设计保护的相关法规。

近年来，意大利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知识产权

的保护，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

专利

在意大利，有关专利事项在民法第2584—

2591 条以及 1939 年《专利法》的第 1127 条

（1979 年经第 338 号法令予以修订）予以规

                                          

①    意大利专利商标局 . https://uibm.mise.gov.it.

定。专利保护“发明”——包括新产品和新工

艺。根据意大利法律规定，可以在任何技术领

域给予新产品或新工序专利权。但是用于人类

或动物治疗的方法、植物品种，或者用来培育

植物或动物的生物学方法不能获得专利权。

获得专利权必须具有以下特征：

● 　该发明必须能够适用于工业应用 ( 包

括农业 )。

● 　该发明必须具有新颖性。申请方不得

在提起该专利申请之日前透露任何有关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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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的信息。

● 　发明必须是一种技术上的进步，而这

种进步对于相关工业领域的专家来说并不是

显而易见的。

一旦授予专利权，专利管理部门必须在

专利公报期刊上公布该项专利授予。此后，

将印刷有关该专利的详细说明书和图纸。发

明人的名称必须出现在公布刊物及印刷的说

明书上。在意大利的专利注册程序中没有异

议程序，合法撤销或者注销一项专利的唯一

途径是针对该专利的无效性提起诉讼。

商标

根据《商标法》规定，意大利的商标体

系赋予商标所有权人独占性权利，即可以使

用新颖的、合法的，且独特的、能够载明地

理名称的标记。三维标识、图形所代表的声

音、颜色组合及色彩的原色调都是可获批准

的标记。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申请之日起 10

年，到期后可续展，每次续期 10 年，次数不

限。不强制要求使用已经提起申请或者已经

注册的商标来标记商品，商标一旦在意大利

专利商标局备案就享有被保护权。根据《巴

黎公约》中反不公平竞争的规定，非注册商

标也享有被保护权。在意大利的货物和服务的

国际分类法是基于尼斯协定体系制定的，所有

权人有权把商标用于所有相关商品和服务。

版权

意大利《版权法》基于《伯尔尼公约》

的原则制定，对文学作品、电影动画、音乐

作品、录音、软件、数据库、建筑作品、绘

画作品的作者享有的版权进行保护。保护期

限包括作者的有生之年再加上作者去世后的

70年。每个原创作品自创作开始就会受到《版

权法》的保护。

工业产权

《工业产权法》于 2005 年开始实施，将

商业秘密列为知识产权。2010 年，意大利对

《工业产权法》第 99 条进行修订，明确规定

违反商业秘密的行为，即非法获取商业秘密，

向第三方披露商业秘密，或者未经授权使用

商业秘密。企业可以使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定

的相关程序规则来保护商业秘密，这些规则

对直接竞争对手以及非竞争公司及个人（特

别是前雇员）具有直接的强制执行力。

外观设计保护

一项外观具有以下特征就可以获得法律

保护：（1）新颖：在该外观设计申请提出之

前，公共领域没有该设计；（2）有独特的特征：

该外观设计给予一个用户的整体印象必须与

该申请提出之前公共领域任何其他外观设计

不同。外观设计专利的注册将授予其持有者

对该设计的独占性使用权，并阻止任何第三

方未经过其同意就使用该设计。该外观设计

注册之后，可获得自提交申请之日起一个或

多个为期 5 年的保护期，通过延续最多可获

得 25 年的保护期。

知识产权侵权处罚

根据 2003 年 6 月 27 日颁布的第 168 号

法令，意大利政府在以下主要城市建立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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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知识产权法庭：巴里、博洛尼亚、卡塔尼

亚、佛罗伦萨、热那亚、米兰、那不勒斯、

巴勒莫、罗马、都灵、特里亚斯特、威尼斯。

该法令的目的在于设立专门审理与知识产权

有关的法律诉讼的法庭，加速案件审理，避

免将案件交由经验不足的小型法院受理。

表 5-9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及处罚

侵权行为 侵权处罚

专利商标侵权 判处三年以上监禁，并处 2065 欧元罚金

进口或销售侵权商品 判刑两年以上监禁，并处 2065 欧元罚金

销售带有容易使消费者对商品质量或来源遭受欺骗的商

标的商品
判处一年以上监禁，并处 1032 欧元罚金

绝大多数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适用民事

诉讼予以解决。在可能的情况下，知识产

权所有人可以请求财产查封来采取诉前保全

措施以取得侵权证据，并在诉讼程序中以此

作为证据；还可以请求查封侵权设备或申请

强制令以阻止侵权者继续生产、销售侵权

品。为阻止假冒产品进口，可以按照欧盟第

1383/2003 号令提交海关备案申请，以允许海

关暂缓放行有关涉嫌假冒产品。

Piaggio 公司诉浙江中能工业侵犯商标权案。2019 年 5 月，意大利都灵地方法院

判决浙江中能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一款踏板车侵犯了 Piaggio 公司知名品牌 Vespa 的

立体商标权。Piaggio 公司表示，中能工业集团的电动车产品没有足够的品牌特征以区

别于 Vespa 的造型特征。但在最新的诉讼结果中，欧盟知识产权局认定 Piaggio 公司

所产的 Vespa 机车线条圆润，而中能工业集团旗下的产品线条棱角分明形象方正，外

观区分度明显，消费者可以辨别两家产品。最终裁定浙江中能工业集团未侵犯意大利

Vespa 机车专利。

案例 1

意大利十分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中国企业在意大利投资时，要严格遵守

意大利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条例，在进行产品设计时要有自己的特色，避免出现

抄袭或高度模仿的现象。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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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及隐私保护①

在意大利，企业不仅要遵守意大利《个

人数据保护法典》和相关部门法，还要遵守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个人数据保

护法典》明确任何人都享有个人数据保护的

权利，个人数据是指任何与自然人相关的可

以直接识别其身份的信息，以及通过个人身

份证号码等其他相关信息能够间接识别个人

身份的信息。该法典适用于意大利境内或意

大利主权范围内所有主体处理个人数据的活

动，同时也适用于使用意大利境内的设备在

欧盟境外进行的数据处理活动。根据该法典

规定，数据处理者在处理数据前，必须向数

据所有者发送口头或书面通知，在获得数据

所有者的明确同意后，才可以合法对数据进

行处理。

相关部门法包括《劳工法》中规定了若

干对雇员数据保护的条款；2003 年第 70 号法

令通过的《电子商务法》明确建立了电子商

务领域使用的数据保护强制性规则；2005 年

第 206 号法令通过的《消费者法典》设定了

涉及消费者数据保护的规则。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个人用户

在隐私数据方面享有的权利作了非常详尽的

说明，见表 5-10。

                                          

①    意大利数据保护局 . https://www.garanteprivacy.it.

表 5-10    个人用户在隐私数据方面享有的权利

权利 内容

查阅权
用户可以向企业查询自己的个人数据是否在被处理和使用，以及使用的目的，收

集的数据的类型等。这项规定主要是保障用户在个人隐私方面的知情权。

删除权
用户有权要求企业把自己的个人数据删除，如果资料已经被第三方获取，用户可

以进一步要求第三方删除。

限制处理权
如果用户认为企业收集的个人数据不准确，或者使用了非法的处理手段，但又不

想删除数据的话，可以要求限制企业对个人数据的使用。

数据转移权
用户从一家企业转移到另一家企业时，可以要求把个人数据转移。前一家企业需

要把用户数据以直观的、通用的形式转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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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意大利海关总署 . https://www.adm.gov.it.

②　欧洲经济区（EEA，包括 27 个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

③　欧盟关税同盟 . https://ec.europa.eu.

表 5-11    适用于非欧盟国家出口到欧盟的管制措施③

种类 具体内容

进口禁令
欧盟严禁进口以下产品 : 假冒商品、含石棉产品、含有某些危险物质的产品、动物源产

品、某些植物和植物产品、猫和狗的皮毛等。

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对 TIM 进行处罚。TIM 是意大利四大电信公司之一。2017 年

到 2019 年间，TIM 被投诉经常给用户拨打推销电话，有些甚至已经不是 TIM 的用户，

有些营销电话的拨打并未得到用户的同意，TIM 还用获得抽奖来使用户同意接听推销

电话，覆盖的人群达到几百万人。2020 年 1 月 15 日，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 Garante

向其开出 2800 万欧元的罚单。

案例 2

2.5 贸易管制①

相关法律

意大利是欧盟成员国，海关管理遵循欧

盟 2013 年颁布的《欧盟海关法典》。其中涉

及税则、税率、出口退税以及进出口货物监

管等一系列规则。除此以外，在《欧盟海关

法典》指导下，意大利海关总署还制定了具

体操作规定，包括关税和国内税征收程序、

出口退税申请及流程、鲜活农产品进出口管

理、进出口产品质量安全、知识产权保护措

施以及通关流程等。

进口关税制度和管制措施

意大利是欧盟关税同盟的成员，适用于

欧盟共同关税制度。欧盟的共同关税制度仅

适用于来自欧洲以外的货物，在欧洲经济区

内②进行的进出口交易免征关税。欧盟每年都

会以欧盟委员会指令的形式对外发布一次更

新后的欧盟统一税率表。

意大利的进口管制措施仅适用于从非欧

盟国家进口到欧盟的产品。

意大利政府在数据和隐私保护方面有完善的法律体系，非常重视用户的个人隐私

和数据，所以企业在意大利进行投资时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做好企业内部网络数据

的保护，避免出现信息泄露的现象，否则会面临严厉的处罚。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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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种类 具体内容

进口许可

以下进口产品受特定限制并需要特殊的许可 : 军用产品、武器、弹药和军民两用产品，

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物种，某些植物和植物产品，活体动物和动物源产品，食品、

药品、文化产品、压力设备、玩具等。某些进口货物 ( 比如某些纺织品和钢铁产品 ) 必

须使用配额，并需要进口许可证。

原产 意大利执行欧盟的原产地规则。

认证规则

一些进口到欧盟的产品还会受到质量和安全规则的约束，以确保欧洲消费者的健康、环

境、农业或商业贸易秩序等得到有效的保护。一些进口产品必须符合产品标签要求或特

定标识认证。大多数进口到欧盟的产品必须符合欧盟“CE 标识”的认证，以确保其符

合欧盟现行的质量标准。

出口限制

欧盟鼓励出口，一般产品均可自由出口，

仅对少数产品实施出口管理措施。主要包括：

军民两用管制物品、武器弹药和国防产品。

将军事设备出口到非欧盟成员国或将军事设

备转移到欧盟成员国需要事先授权，即要申

请出口许可证和转让许可证。

检验检疫

意大利涉及检验检疫的部门较多，分

工较细，尤其是对动物源性产品和活动物

的检验检疫机构庞大。具体的细分检疫部

门见表 5-12。

表 5-12     意大利进口检疫部门汇总表

检疫内容 检疫部门

进口植物源性产品（含食品和其他用途产品） 意大利港口、机场和陆路边境检验检疫处（USMA）

农药残留（如杀虫剂残留）

意大利港口、机场和陆路边境检验检疫处（USMA）

抽样，送至意大利农业部下属的农药专业检测中心

分析

欧盟成员国输入的动物源性产品（含食品和其

他用途产品）和活动物
欧盟设于意大利的兽医卫生检疫办公室（UVAC）

非欧盟国家输入的动物源性产品（含食品和其

他用途产品）和活动物
意大利卫生部设在各口岸的兽医卫生检疫处（P.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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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检验检疫的程序较多、要求严格。具体的检验检疫程序如图 5-2 所示。

表 5-13     反倾销反补贴相关规定

类别 规定

诉讼主体资格
作为起诉方的第三国生产 / 出口商必须证明其与受争议的欧盟调查机关的裁定

直接且个别相关（Direct and Individual Concern）。

可诉行为

欧盟调查机关以条例形式作出的反倾销、反补贴裁定具有可诉性，利害关系方

可就这些裁定向欧盟法院提起无效行为之诉。但在为最终裁定准备而作出的决

定（Preparatory Acts）不具有可诉性，如拒绝第三国生产 / 出口商提出的价格

承诺的决定。

    

图 5-2    意大利检验检疫程序示意图

反倾销、反补贴① 

意大利作为欧盟成员国，在反倾销与反

补贴上执行欧盟统一的法律法规，包括欧洲

议会 (EU)2016/10361 号条例和欧盟理事会

(EU)2016/10372 号条例 ( 以下简称“基本条

例”)。基本条例于 2018 年通过了根本性审

查，形成了（EU）2018/8253 号条例。自条例

生效以来，欧盟委员会启动了 19 项反倾销调

查和 6 项反补贴调查。在这些调查中，有 12

项通过了初步调查阶段。

同时，欧盟运行条约（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对反倾销、反补贴过程中的诉讼主体

资格、可诉行为等相关内容都作了具体规定。

                                          

①　欧盟官方网站 . https://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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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类别 规定

司法审查的范围
争议行为是否超出职能范围；是否存在程序瑕疵；是否违反欧盟的条约、其他

适用的法律、规则；是否存在滥用权力。

诉讼程序

对裁定有争议的，应当于裁定在欧盟公告（Official  Journal）公布之日起 2 个月

加 24 日内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普通法院一审诉讼程序包括书面抗辩、庭审

辩论、法庭审议，以及开庭宣判。对普通法院的一审判决不服的，应当在判决

之日起两月内向法院（Court of  Justice）提出上诉。

宣判无效的

法律效力

经司法审查，调查机关的反倾销、反补贴裁定确实存在瑕疵的，欧盟法院将宣

判裁定无效。胜诉方可要求败诉方承担其诉讼费用。宣告无效的裁定自始无

效，胜诉的第三国生产 / 出口商的欧盟进口商在判决生效后，可向其成员国海

关申请退税。宣告无效判决对欧盟调查机关具有约束力，欧盟机关必须执行

判决。

2.6 反商业贿赂、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
争、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

反商业贿赂①

意大利于 2012 年颁布的第 190 号法律，

即《意大利反腐败法》，是意大利现行法律

体系中特别设立的，旨在预防和惩治公共行

政部门腐败和违法行为的一套规范体系。据

意大利反腐败国家管理局统计，2016—2019

年，累计查获 152 起贪腐案，117 人因贪腐罪

名成立而获刑。②这显示出意大利对于反腐败

法的执行较为严格，处罚力度也较为严厉。

                                          

①　意大利反腐局 . https://www.anticorruzione.it.

②　中国法院网 . https://www.chinacourt.org.

表 5-14     意大利惩处商业贿赂和官员腐败行为相关规定

腐败行为 惩罚措施

行贿和受贿行为
如果被贿赂人利用自身资源和权力对社会、公共服务或者第三方构成犯罪，可判处

3~8 年有期徒刑。对于实施贿赂的人，判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企业高管行贿

行为

如果公司管理层的总经理、会计师、核算师或清盘人，向第三方承诺金钱或其他

利益，或者自身受益，违反自身义务，对公司造成损失，根据情节轻重，可判处1~3

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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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腐败行为 惩罚措施

监督不力行为
对第一条中腐败犯罪人的领导或负有监督义务的人，涉及监管不力，判处 6 个月

至 1 年有期徒刑。

上市公司贿赂

行为
如果上述腐败行为涉及上市公司，无论在意大利境内或欧盟国家，判罚翻倍。 

                                          

①　意大利竞争和市场管理局 . https://www.concurrences.com.

表 5-15     《竞争和公平交易法》的主要规制行为

规制行为 具体内容

自由竞争协议
禁止任何对国内市场或国内市场某一实质部分中的竞争产生明显的限制、阻碍

或扭曲影响的协议，且应用于所有行业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禁止经营者在国内市场或国内市场某一实质部分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经营者集中
● 要求并购总金额超过 4700 万欧元时提前备案

● 并购营业总额超过 4.68 亿欧元时提前备案 

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 

适用法律① 

意大利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相关的法

律主要包括：《竞争和公平交易法》《误导

性广告和比较广告法》《利益冲突法》，其

中最主要的是《竞争和公平交易法》，该法

于 1990 年开始实施，于 2013 年进行修订。

该法规定经意大利竞争和市场管理局认定违

法后，当事人需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对违法

行为严重者，由法院以刑事处罚。

执行机构

根据《竞争和公平交易法》，意大利设

立了唯一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意大利竞争

和市场管理局，总部设在罗马，是独立于政

府的准司法机构。该机构的委员会由 1 名主

席和 4 名成员组成，由意大利参众两院主席

直接任命。主席承担主要职责，4 名成员是从

最高行政法院、审计法院、最高上诉法院、

经济或法律专家或具有良好声誉的企业董事

中选任的，任期为 7年。

意大利竞争和市场管理局下设 3 个主要

职能部门：反垄断总司、消费者保护总司和

利益冲突总司。主要执法权力包括：调查权、

处罚权、一般调研权和建议权。根据《竞争

和公平交易法》规定，意大利竞争和市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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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有权对仅发生在意大利境内，且不涉及

欧盟成员国和其他国家的并购、卡特尔和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反竞争和不公平交易行为

进行调查和处理。

图 5-3  意大利反垄断审查程序

苹果和三星在意大利因不正当竞争遭受处罚。2018 年 10 月，意大利反垄断监管

机构表示，因利用软件升级来放慢手机速度，降低手机性能，迫使顾客购买新手机，

对苹果和三星电子处以 500 万欧元（约合 570 万美元）的罚款。同时苹果又因未能向

客户提供关于如何维护或最终更换手机电池的明确信息，而被额外罚款 500 万欧元，

总处罚金额达 1000 万欧元。

案例 3

企业在意大利开展经营活动时，应当严格遵守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律法规，

规避可能的商业行为触犯《竞争和公平交易法》，而被意大利反垄断机构调查甚至处

罚，给企业在意大利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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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

意大利政府于 2007 年颁布第 109 号法

案，该法是对欧盟打击反恐怖融资的法律决

议 2005/60/CE 在意大利国内的认可。同年，

意大利又颁布了第 231 号法案作为补充，形

成了意大利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和洗钱犯罪的

专项法律体系。

在意大利，财政安全委员会是打击恐怖

主义犯罪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监控财政系

统，追踪资助恐怖主义活动资金及其最终走

向，有效甄别可能被列入恐怖主义活动“黑

名单”的人员，以及包括应相关利益人要求

对“黑名单”中人员进行撤销等。

2014 年，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对第 231

号法案新增一项条款，即提高银行、金融、

保险和邮政系统在内的客户信息透明度的规

定，从而更有效甄别客户信息，判断其是否

有洗钱或是恐怖融资的嫌疑。

2.7 环境保护①

主管部门 

意大利环境、领土与海洋保护部②主要负

责拟定意大利环境保护政策，规划起草相关

法律法规，制定各类环境保护标准和技术规

范，监督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负

责意大利环境资源的保护工作。

主要环保法律 

意大利作为欧盟成员国，在环境立法方

面与欧盟的立法保持一致。在欧盟法规的框

架下并结合自身的环境特点，意大利出台了

基础环保法律法规，包括：《统一环境法》

《自然环境保护法》《废物处理及污染防治法》

等，还于 2003 年将环境法与财政法案联系在

一起，可以使环境保护在预算上先行列支。

环保评估

根据欧盟和意大利相关法律规定，如果

任何自然或人工工程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影

响，必须进行环保评估。2008 年修订的第

152/06 号立法法令对战略性环境评估、环境

影响评估以及整体环境授权批准等程序作出

了规定。

意大利环保部特设环境评估司，司内设

环境评估技术委员会，与地方环境机构配合，

对于项目可行性进行评估，并对项目环境生

产进行监督。一般的环保评估手续是向地方

政府提出项目申请，其中涉及重大环保类项

目需要提交环保部环境评估司进行评估。一

般环境评估程序持续时间为 150 天，根据涉

及因素的复杂性以及参与方要求，最长可达

330 天。

                                          

①　欧洲全球海洋组织 . http://eurogoos.eu.

②　意大利环境、领土和海洋保护部 . https://www.isprambiente.gov.i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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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意大利主要环境保护规定

　 具体内容

水资源利用污染与防治

2000 年，欧盟通过了第 2000/60/EC 号行动框架用以指导建立水政策的

共同体。

2006 年，意大利通过第 152 号立法法令，将该指令转化为国内法。将意

大利划分为 8 个河流流域区，并制定流域的相关管理规划，设立流域区

管理机构进行监管执法。

大气污染防治

1966 年，意大利制定了有关防治大气污染的相关法律，但因罚金相对较

少，执行效果并不明显。

现阶段主要通过“空气质量管理国家规划文件”来指导各大区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制定本大区的规划文件。

意大利的主要大气监控对象包括：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氧化物、臭氧、

非甲烷类碳氢化合物、颗粒物、金属、 PM10、 PM2.5、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以及多环芳烃类物质等。

森林和动植物保护

意大利设立了总面积约 130 万公顷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和湿地公园。

地方政府要负责对本区域森林的防护，任何企业及个人在砍伐大型树木

前均需报市政当局审批。

意大利一华人印染厂遭受环保处罚。2018 年，意大利一华人印染厂在接受当地警

方和环保部门的联合检查时，被发现所使用的设备陈旧，不符合环保部门规定的印染

机械标准；而且所使用的印染原料中，多种化学染色配剂有毒物质严重超标。警方和

环保部门作出决定，对涉事华人企业主给予 9000 欧元罚款，并对涉事工厂予以查封。

案例 4

意大利对于环境保护的标准非常严格，企业在意大利开展经营活动时，应当注意

当地以及欧盟有关环保的相关法律法规，尽可能满足环保标准，否则可能面临罚款、

刑事处罚、责令停业的处罚。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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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卫生与安全①

意大利卫生部于 2009 年从原劳动、卫生

与社会政策部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门，

负责管理公共卫生相关事务。

中国企业在意大利开展贸易投资活动，

要严格遵守与卫生和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特别是餐饮业、保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等

与卫生、安全领域密切相关的行业，投资者

尤其要深入了解行业有关的卫生和安全要求。

                                          

①　意大利卫生部 . http://www.salute.gov.it/portale.

意大利关于富马酸二甲酯（DMF）的监管和治理。自欧盟通过禁止进口富马酸二

甲酯（DMF）的决定后，意大利卫生部也要求对意大利市场上的使用 DMF 做防霉剂的产

品进行检测和没收。DMF 是一种广泛应用于皮革、鞋类、服装等轻纺产品杀菌及防霉

处理的化学防霉剂。一般被包装在封闭的小包装袋中使用，但过量或遇较强热力时，

DMF 会从包装袋中挥发出来，渗入产品中，有可能导致使用者出现皮肤红肿、皮疹、

皮炎等过敏性症状。

意大利卫生部发现在市场上有大量使用 DMF 作为防霉剂的中国产品，如装有 DMF

的防霉袋被放入鞋盒、家具以及皮革和头盔等产品。意大利卫生部要求一旦发现防霉

剂立即送卫生研究所检测是否含有 DMF 成分，并在检测结果公布前，对可疑产品进行

保护性查封。此外，进口自中国及欧盟外其他国家的、与以上产品类似的产品中，如

含有袋装粉末状防霉、防潮剂的，也将受到抽检。

案例 5

企业在意大利投资或销售产品时，要高度重视卫生和安全问题，深入了解意大利

卫生和安全的标准和监管法规，避免因卫生和安全问题遭到处罚。

启示

2.9 社会责任

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认为，只有承担企

业社会责任的公司才能创建强大的社区，增

进社会的福祉。因此，拟在意大利投资或开

展经营的中国公司，除追求利润外，应承担

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更好地融入意大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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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四种主要的企业社会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捐赠防疫物资。2020 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意大利蔓延，中国工

商银行米兰分行第一时间拿出为员工储备的 480 个 FFP2 口罩，对急需物资的米兰尼瓜

尔达医院进行紧急捐赠。在总行的推动下，米兰分行还向米兰圣保罗医院和尼瓜尔达

医院捐款 10 万欧元，以支援意大利抗击新冠疫情，携手助力疫情防控。

案例 6

捐赠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在对外进行投资合作中，面临突如其

来的灾难携手东道国共度难关，不仅关乎企业自身发展战略的实现，也关乎未来对外

投资合作的可持续性。中资企业基于人道关怀给与东道国的真情实意，将会增强东道

国人民对于中国企业的信任，构建良好的政企关系，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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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贸纠纷及解决

在意大利，若企业间发生经贸纠纷，可

以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不同的方式进行

解决。在日常纠纷解决中，意大利鼓励当事

人使用仲裁、调解等解决机制，而非采取诉

讼解决。

3.1 诉讼

法律基础

意大利保护财产与合约的法律较为完

备，包括《民商法》和《企业破产法》等。

意大利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

是其国内管辖外商投资的专用法，效力优于

国内法。如果发生了投资合作的纠纷，《双

边投资协定》是其主要的法律依据。

诉讼依据①

为更有效地解决争议，中意两国早在

1985 年和 1991 年分别签订了《中意关于鼓励

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中国和意大利共和

国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要求两国对

相互投资进行保护和给予公平合理待遇以及

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裁决纳入双边司法协助

的范围。由于意大利平均诉讼周期达 7 年，

执法成本较高，企业较少采用诉讼方式解决

纠纷。

3.2 仲裁②

仲裁是指争议当事人通过协议约定，自

愿将争议提交第三方仲裁机构，由其做出裁

决的方式。

仲裁机构

意大利是世界最大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地

之一，拥有意大利国家商会仲裁中心、米兰国

际商会仲裁院等著名商事仲裁中心，其中隶属

于当地商会的米兰国际商会仲裁院是最主要的

仲裁机构，其 2009 年以来年均新收案件数未

曾低于 120宗，仅 2014 年，新收案件就达 148

宗。平均案件处理周期一年多。

意大利未设立专门的仲裁法院，但是要

求由诉讼程序中的一审法院对仲裁提供特定

支持，如颁布临时救济措施、指定仲裁员等。

法院基本对仲裁持积极态度，采取最低限度

干预原则，除非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否则对

仲裁程序不施加主动干预。申请撤销或承认

与执行仲裁裁决等事项，则由意大利上诉法

院专门管辖。

仲裁协议

根据 CCP 第 807 条规定，意大利的仲裁

协议包括：（1）当事人之间将已经发生的纠纷

提交仲裁的协议；（2）当事人之间事先约定将

纠纷提交仲裁的合同条款。仲裁制度要求仲
                                          

①　中国法学网 . www.iolaw.org.cn.

②　意大利仲裁协会 . http://arbitratoa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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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协议保持独立性。只要基于双方合意，仲

裁协议内容可以按需求自行拟定。

仲裁裁决

在意大利，裁决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

且需包含：仲裁员及当事人姓名、仲裁地、

最后的仲裁请求、简要的裁决理由、关键部

分、仲裁员签名及各自的落款日期。仲裁裁

决的异议包括宣告无效、申请撤销及第三方

反对 3种形式。

意大利仲裁遵循“一裁终局”的基本原则，

裁决自作出之日便具有法院同等判决的效力。

一方若想执行仲裁裁决，需向仲裁地法院提交

仲裁裁决及仲裁协议原件。法院确认其真实性

即颁发执行许可。若另一方提出异议，需在接

到颁发通知后30天内向上诉法院起诉。根据中

意签署的《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中意

双方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作出的仲裁裁决。

企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经贸纠纷时，建议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仲裁事项、仲裁机构

名称、仲裁规则以及仲裁地点、仲裁适用的语言、仲裁条款所适用的法律等内容。

特别提示

3.3 调解

在国际经贸纠纷中，调解也是较为有效和

常见的解决方式。2008年欧盟发布《关于民商

事调解若干问题的2008/52/EC指令》，2009年

意大利颁布了第69号法律，将调解作为纠纷解

决的选择之一，并于2010年开始实施。

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不仅成本低

且见效快，但进行调解的前提是需要争议方相

互配合，并同意将争议提交调解中心处理，双

方达成的调解方案效力等同于合同效力。

调解具有部分强制性。准备调解前，一

方当事人如有意进行调解，另一方当事人有

权选择是否接受调解，但不能无正当理由拒

绝邀请。调解过程中律师具有告知义务，需

告知调解程序的详细事项、调解解决纠纷

的可能性、调解可以获得税收减免的优惠

信息等。

调解具有保密性。调解保密旨在避免当事

人在调解中的行为对其后续司法活动产生不利

的影响。调解过程中，律师和专家等都需要对

当事人提供的书面证据、调解过程中的当事人

陈述、其他主体获取的相关信息和资料进行

保密。

中意商事调解中心 (ICBMC) 是解决中国

和意大利企业之间商事争议的调解机构，由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与意中商

会和米兰国际商会仲裁院于 2004 年 12 月 7

日在北京签署的合作协议的基础上成立的。

当申请人需要调解时，只需提交一份调解申

请书，说明各方当事人、有关争议内容和争

议金额，调解中心就会派出拥有中意两国丰

富调解服务经验的调解员提供高效、经济、

便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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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商会仲裁院调解服务处

　　　　+86-0-6808-0240/
电话　　6801-1369（中国）
　　　　+39-2-85154577（米兰）

邮箱        iprsc@ccpit.org

　　　　Chamber of National and lnternational
地址　　Arbitration of Milan via Meravigli,
　　　　9/B 20123 Milano-ltaly

4    中国贸促会经贸纠纷解决
      特色服务

4.1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
    解决组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渐深入，为

响应国际社会呼声，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

商会联合“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相关工商

会、法律服务机构等按照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共同发起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

目前，该国际组织已作为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对外正式宣布成

立。该国际组织为非政府间、非营利性国际

社会团体，将为境内外企业提供包括宣传培

训、对话磋商、合规建设、预警防范、标准

合同制定、调解、仲裁等国际商事争端预防

和解决多元化服务，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 

营造高效便捷、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4.2 商事仲裁

一般商事仲裁

商事仲裁是中国贸促会最早开展的商事

法律业务。1954 年 5 月，中国贸促会经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涉

外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以下简称“贸仲委”）。经过多年的发展，

贸仲委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常设商事

仲裁机构之一，独立公正地解决国内外经济

贸易争议及国际投资争端。贸仲委总部设在

北京，在加拿大、奥地利、中国香港、深圳、

上海、天津、重庆、杭州、武汉、福州、西安、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

电话        +86-10-8221-7081

传真        +86-10-8221-7052

邮箱        adr@ccpit.org

网址
        http://adr.ccpit.org/CH/Index/index.

                html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4 层

邮编        1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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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成都、济南均设有分支机构。除传统

商事仲裁服务外，还为当事人提供网站域名、

网上仲裁、调解、投资争端解决等多元化争

议解决服务，以及粮食、工程建设、金融等

行业争议解决服务等。

海事仲裁

1959年 1月，中国贸促会经国务院批准，

成立了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海

仲委”），海仲委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

最具权威的涉外海事仲裁机构。中外企业在

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物流、航空、涉海（水）

上工程、海洋资源开发等海事领域的争议均

可向海仲委申请仲裁。海仲委总部设在北京，

在上海、天津、重庆、深圳、香港、福建设

有分会，在浙江等地设有自贸区仲裁中心，

在大连、天津、青岛、宁波、广州、舟山等

城市设有办事处。

4.3 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贸促会自1957 年起开展知识产权服

务，是中国最早开展涉外知识产权服务的机

构，为中外企业在专利、商标、著作权域名、

商业秘密、商业外观、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

权相关领域提供咨询、申请、调解、行政保

护和诉讼服务。中国贸促会下设中国贸促会

专利商标事务所、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

限公司、中国贸促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等三

家知识产权代理和维权机构，在北京、纽约、

东京、慕尼黑、日内瓦、马德里、中国香港、

上海、广州、深圳设有分支机构。

专利服务

·现有技术检索及可专利性分析

·准备和办理专利申请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专利复审与无效事务

·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诉讼、行政解决以及
    海关保护措施

·专利海关备案

·专利检索、监视、侵权分析、企业并购中
    的尽职调查等

·专利许可与技术转让

商标服务

·包括商标事务性咨询

·商标申请前查询及提供可注册性分析

·商标查询、监视及广告

·商标注册申请与续展

·商标异议、评审和行政诉讼

·商标许可与转让

·商标侵权司法诉讼、行政查处及相关
    法律事务

·商标海关备案

·商标、品牌战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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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知识产权相关服务

·办理著作权和计算机软件登记

·代理著作权许可或转让合同谈判和签约

·办理著作权侵权诉讼及相关法律事务

·代理著作权海关备案

·提供与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有关
    的法律咨询服务

·提起侵权诉讼及处理相关的法律事务

·为技术贸易提供技术、法律、贸易方面的
    咨询服务

·代理技术贸易合同谈判和签约

·域名注册与争议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

4.4 “两反一保”服务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企业“走

出去”深入推进，企业面临的反倾销、反补

贴、保障措施（“两反一保”）等案件日益

增多，中国贸促会为企业提供“整链条、全

覆盖”的经贸摩擦应对服务。在立案前，代

表企业与国外商协会开展产业对话，消除分

歧；在案件应对期间，组织行业企业积极开

展游说应对工作；在中国企业受到国外“两

反一保”措施后，帮助企业在国外法院提起

司法救济诉讼，代表行业向外国政府反映情

况。目前，中国贸促会已在全国设立 102 家

贸易摩擦预警机构，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经贸

摩擦预警体系，不仅涵盖了大部分省市区，

且覆盖了钢铁、重型机械、茶叶、平衡车行

业、特种纸行业、电动工具行业、管道装备

行业、陶瓷行业等经贸摩擦重点多发行业。

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负责“两反一

保”相关业务。

4.5 商事认证服务

中国贸促会的商事认证业务主要包括签

发中国出口商品原产地证明书、出具商事证

明书和人力不可抗力证明书、签发暂准进口

货物通关（ATA）单证册以及代办涉外商事文

件领事认证等内容。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

心负责统筹协调全国贸促系统 300 多家商事

认证签证机构开展相关业务，每年签发各类

证书约 450 万份，每年为企业减免费用约 2

亿元，显著提升了贸易便利化水平。2019年，

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还启动了企业信用

服务平台，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企业信用

调查渠道，建立了国际经贸领域失信企业数

据库，为中外企业提供信用公共服务，帮助

企业防范国际经贸领域的商业信用风险。

4.6 商事调解服务

商事调解是一种非对抗的争议解决方

式，主要解决中外当事人在经济、贸易、金

融、投资、技术转让、承包工程、运输、保

险以及其他商事、海事方面的争议。中国贸

促会于 1987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贸促

会 /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可根据当事人

之间的调解协议受理案件，如没有调解协议，

经一方当事人申请在征得他方当事人同意后

也可受理。调解中心已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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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中心近 50 家，还与部分国际调解机构成

立了联合调解中心。

4.7 合规建设服务

2018 年 1 月，中国贸促会设立全国企业

合规委员会（以下简称“合规委员会”），

具体业务由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负

责运作。这是迄今国内成立最早、服务企业

合规建设最权威最全面并具有广泛代表性的

专业合规组织机构。合规委员会特色服务包

括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合规培训、合规风险

管控方案设计、在线合规咨询、资信查询等

信息服务。

4.8 其他相关服务

境外投资全流程“一站式”综合服务

通过在 130 个国家建立的 300 多个多双

边合作机制搭建了全球综合服务网络，针对

企业在境外投资中遇到的问题，为企业境外

投资提供涵盖投资前期、中期、后期的全流

程法律服务，并为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提供

包括法律服务、海外项目对接、商务考察、

税务咨询、融资方案等在内的“一站式”综

合服务。

企业信用公共服务

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企业信用调查渠

道，建立了国际经贸领域失信企业数据库，

为中外企业提供信用公共服务，帮助企业防

范国际经贸领域的商业信用风险。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电话        +86-10-8221-7788，6464-6688

传真        +86-10-8221-7766，6464-3500

邮箱        info@cietac.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6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电话
        +86-10-8221-7900   

                8221/7767/7923/7735

传真        +86-10-8221-7966

邮箱        cmac@cmac.org.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6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专利商标事务所

电话        +86-10-6641-2345，6851-6688

传真        +86-10-6641-5678，6641-3211

邮箱        mail@ccpit-patent.com.cn

地址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

                远洋大厦 10 层

邮编        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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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

电话        +86-10-8221-7081

传真        +86-10-8221-7052

邮箱        adr@ccpit.org

网址
        http://adr.ccpit.org/CH/Index/index.

                html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电话        +86-10-8221-7309

传真        +86-10-8221-7304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商事法律服务中心

电话        +86-10-8221-7056/7055/7151

传真        +86-10-8221-7055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企业权益保护中心

电话        +86-10-8221-7388

传真        +86-10-8221-7388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电话        +852-2828-4688

传真        +852-2827-1018

邮箱        patent@cpahkltd.com

网址        www.cpahkltd.com

地址
        香港湾仔港湾道 23 号

                鹰君中心 22 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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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侵权纠纷案。阿乐斯公司是依据德国法律成立的法人企业，专业从事生产

设计、制造和销售各种隔热、绝热材料。阿乐斯公司申请注册了多项商标，是“福

乐斯”“Armaflex”等商标的持有人。阿乐斯公司发现，杭州阿乐斯福乐斯公司在其

保温绝缘材料上单独使用了“阿乐斯福乐斯”。同时，该公司的英文名称“Hangzhou 

Armacell Armaflex Commerce Co., Ltd.”也使用了阿乐斯公司所拥有的“Armacell”和

“Armaflex”商标。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接受阿乐斯公司的委托，向法院提起

诉讼并胜诉，有效维护了阿乐斯公司的合法权益、形象及声誉。

案例 7

专利权权属纠纷案。此案涉案专利属发明专利，为胜德国际研发股份有限公司所

有。北京突破电气公司认为该专利与两公司联合开发的某专利类似，权利应归属于突

破电气公司。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受胜德国际公司的委托，对专利的技术

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该专利并非联合开发专利的简单叠加，且与联合开发专利

无直接关联。相关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支持，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 8

应对美国铁质机械传动部件“双反”案。2015 年 10 月 28 日，美国 TB Wood's 

Incorporated 公司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进口自中国

的部分铁制机械传动部件发起“双反”调查。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认真分析

案件特点，积极开展发动企业、法律抗辩、游说施压等相关工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美起诉方五次缩小涉案产品范围，涉案金额由近 3 亿美元缩减至约 2000 万美元，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作出无损害裁决。我方应对工作取得完胜，维护了年均 3 亿美元

的出口市场。

案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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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解—仲裁联合机制解决争议。某大型国有 A 公司与某民营 B 公司就海外工

程项目款项发生争议，B 公司多次向 A 公司提出补偿前期投入款项，但是由于当事双

方之间就标的工程项目仅有口头上的约定，故 A 公司对前期 B 公司所投入的金额存在

严重的分歧。B 公司尝试了多种手段去追讨款项甚至包括上访，均无果。后 B 公司向

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提出调解申请，调解中心就此事联络 A 公司，向其普及了调解的

作用和优势，A 公司同意进入调解。通过调解中心与相关仲裁委员会建立的调解—仲

裁联合机制，以和解协议为基础，由仲裁委员会制作了裁决书，为本次调解画上了圆

满的句号。

案例 10

承运人无单放货案。河北某公司与巴西买方签订了买卖协议，约定支付方式是

D/P，贸易术语 FOB，承运人由巴西买家指定。货物从中国天津港海运发出后，河北公

司随即将全套正本提单交付给托收行，委托其代收货款。货物到港后，巴西买家因经

营不善，面临破产重组，不能及时付款赎单。河北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告知承

运人，提醒其妥善保管货物，可能需要运回。此时承运人告知该河北公司，货物已经

被巴西买方凭副本提单提走。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代理该河北公司向承运人

提起索赔并胜诉，河北公司获全部货款及利息赔偿。

案例 11

敦促履约案。美国公司在收到陕西某公司发送的产品后，发函称产品存在质量问

题。这批产品在量产之前经美国公司检测并出具了检测合格报告。陕西公司认为，美

国公司此举为恶意拖欠货款。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接到投诉后，迅速向美国公司发送

敦促函，促使美方同意签署和解协议，帮助陕西公司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

案例 12





第六篇　在意大利工作生活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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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签证及居留卡

1.1 签证类别

意大利签证根据申请人的居住时间，分

为短期签证 C类和长期签证 D类。①

● 短期签证（C 类）指所有停留日期不超

过90天的签证，包括：旅游签证、商务签证、

短期学习签证、短期工作签证、过境签证、

探亲访友签证、体育赛事签证。

● 长期签证（D 类）包含所有停留日期超

过90天的签证，包括：学习签证、工作签证、

家庭团聚签证、再入境等。

                                          

①　意大利签证中心 . http://www.vfsglobal.cn.

表 6-1     意大利主要签证类别

签证类型 短期签证（C 类） 长期签证（D 类）

签证有效期
从进入意大利当天的 6 个月内不得停留超过

90 天
从进入意大利当天的 3~12 个月

签证入境次数
一次入境

少数多次入境

一次入境

少数多次入境

签证费用 60 欧元 99 欧元

适用人群 旅游、学习、商务访问、探亲访友、比赛 学习、工作、家庭团聚等

1.2 签证申请

签证申请流程

图 6-1    签证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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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及商务签证所需材料

表 6-2     工作及商务签证所需材料一览表

签证类型 准备材料

受雇工作签证

● 长期签证申请表原件（1 份用英语或者意大利语填写并由申请人亲笔签名）

● 近 6 个月的白色背景证件照 1 张，4cm×3.5cm

● 护照原件 1 份 + 复印件 2 份

● 机票预订单

● 工作证明（Nulla Osta）：由意大利当地移民办公室(Sportello Unico per l’Immigrazione)

颁发的证明，有效期自签发日期起不超过 6 个月
● 旅行医疗保险

自雇工作签证

申请人在意大利开设新公司，投资金额至少为 500000 欧元并将会提供至少 3 个工

作岗位。满足上述条件的申请人需提供以下材料：
● 长期签证申请表原件

● 近 6 个月的白色背景证件照 1 张，4cm×3.5cm

● 护照原件 1 份 + 复印件 2 份

● 机票预订单

● 由意大利当地警察局（Questura）颁发的工作证明（Nulla Osta）

● 投资计划书

● 住宿证明（房产证明或租房合同）

● 拟经营 / 商业 / 工艺活动的可靠财务证明

● 上一年在现居住地的收入证明，需注明收入超过法律规定参与医疗支出的最低标

准（年收入 8500 欧元）
● 申请人资产证明（最近 3 个月的银行对账单）+ 公证书

● 旅行医疗保险

商务签证

● 短期签证申请表财务原件

● 近 6 个月的白色背景证件照 1 张，4cm×3.5cm

● 护照原件 1 份 + 复印件 2 份

● 邀请函原件（邀请函需使用公司正式的信纸并加盖公章、签字）

● 注册证明

● 在职证明原件

● 盖章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无营业执照的组织或机构不需提供）

● 工作许可

● 申请人资产证明（最近 3 个月的银行对账单）+ 公证书

● 旅行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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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签证中心

意大利签证中心

城市分布多，无需预约，需准备好资料

和现金。

意大利驻华使领馆签证处

需要预约。

表 6-3     意大利驻华使领馆签证处分布及相关负责领区①

负责领区 所在城市 联系方式

北京领区 济南、北京、沈阳、武汉、西安
电话：+86-20-2829-2276

电话咨询营业时间：8:00 至 20:00，周一

到周五（使馆假期以外）

邮箱：info.italychina@vfshelpline.com

广州领区 广州、长沙、深圳、福州

上海领区 上海、杭州、南京

重庆领区 重庆、成都、昆明

                                          

①　意大利签证中心 . https://www.vfsglobal.cn/italy/chinal.

②　意大利税务局 . https://www.agenziaentrate.gov.it.

1.4 税号卡

税号卡是针对所有初到意大利工作学习

的人群到达意大利之后需要办理的第一项证

件，②是办理居留、基础医保卡、驾照等证件

的基础。在没有身份证（Residenza）的情况

下，税号卡就相当于身份证。税务局（Agenzia 

Entrate）会在申请当天给 1 张税号单（图

6-2）用于办理其他证件，税号卡（图 6-3）

会以邮寄的方式寄到所在住址。

签证申请人需根据签证申请表要求准备齐全材料后，再到意大利驻华使领馆签证

处或签字中心递交申请，材料不齐全可能延误签证的受理和签发。

对于需公证的材料，一般公证分为单认证（外交部认证）和双认证（外交部加使

馆认证），不同材料的公证书认证要求不同，请提前咨询递交申请处。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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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意大利税号单（CODICE FISCALE）纸质样式

图 6-3    意大利税号卡（CODICE FISCALE）卡片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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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意大利移民局 . https://questure.poliziadistato.it.

②　同①。

1.5 居留卡①

意大利是非移民国家，按意大利当前

法律要求，计划在意大利工作或学习且停

留时间超过 90 天的外国公民必须申请居留

（Permesso  di  Soggiorno），需在进入意大

利境内的 8 日之内通过意大利邮局领取居留

信封向警察总部提交居留申请。

工作居留类别

意大利工作居留（Permesso di Soggiorno）

分为自雇工作居留、受雇工作居留、季节性

受雇工作居留。工作居留的有效期为 2 年，

如需续签外国公民应在其居留卡截止日期前

的 90 天内通过意大利邮局向所在省的警察局

提交续签居留许可。其中自雇工作居留和受

雇工作居留的工作者在意居住满 5 年可申请

长期居留。

表 6-4    工作居留类别②

类型 适用人群
延期
条件

申请条件 申请材料

自雇工作

居留

外国公民从事非临

时性的自雇工作，

如 工 业、 自 主 专

业、手工业或商业

方面，或成立公司

或接受公司职位，

股东、个体户和自

由职业者

可无数次

延 期。 每

次最长延

期时间是

2 年

企业注册，商业

局登记；拥有或

租用符合规定的

住房；合法的年

收入证明，其收

入需高于法律规

定的可免交医疗

费的最低收入标

准。

首次申请时申请人需要提供：
● 由利害关系双方填写并签署的申请书。

● 整本护照的复印件。

● 外国人原籍国签发的证明书的复印

件。

延期居留时需要提供：
● 公司注册证明。

● 商会注册的复印件。

● 纳税申报单的复印件。

● 增值税号。

● 收入证明。

受雇工作

居留

外国公民从事长期

工作者

可以无数

次延期。

雇佣合同

期限为

1~2 年

工作签证

首次申请时申请人需要提供：
● 由利害关系双方填写并签署的申请书。

● 整本护照的复印件。

● 外国人原籍国签发的证明书的复印件。

延期时需要提供：
● 近期所签工作单位或公司的年收入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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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适用人群
延期
条件

申请条件 申请材料

季节性受雇

工作居留

外国公民从事短期

工作

必须提供

双方之间

签署的季

节性从属

工作的居

住合同的

副本

季节性工作授权

有效期为 20~270

天，与季节性工

作的持续时间相

对应，并参考了

将与不同雇主进

行的短期工作。

首次申请时申请人需提供：
●  由利害关系双方填写并签署的申

请书。
● 整本护照的复印件。

● 外国人原籍国签发的证明书复印件。

● 已签订季节性从属工作的合同复

印件。

续    表

图 6-4    意大利税号卡居留信封样式

居留卡申请流程

1. 在意大利邮局领取居留信封（见图 6-4）

2. 填写信封

3. 准备居留卡所需材料

● 护照所有信息页

● 税号（Codice Fiscale）

● 居住证明

● 意大利医疗保险

● 16 欧税票（Marca Da Bollo）1 张

● 首次申请需提供证件照片 4张

4. 寄出时邮局会开具临时居留回执（见图

6-5）

办理机构：意大利邮局 Poste Italiana

工作时间：周一至五   8:30–19:00   

　　　　　周六、日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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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意大利临时居留回执样式

                                          

①　意大利邮局 . https://www.portaleimmigrazione.it.

表 6-5     主要租房合同类别

合同类别 说明

自由合同
自由订立房租价格，根据市场走势而定。常见的合同签署年限为 4 年，到期前 6

个月如无正当理由解约则合同延续 4 年。具体签署年限可以与房东协商而定。

协议租金合同
房租根据所在地工会协议订立。常见的合同有效期为 3 年，到期前 6 个月如双方

均未提出解约则合同延续 2 年。具体签署年限可以与房东协商而定。

临时合同
常见的合同有效期为 18 个月，须出示书面证明需要短租。具体签署年限可以与房

东协商而定。

2　租房

2.1 租房合同

意大利租房合同主要分为自由合同、协议租金合同、临时合同、转租合同和出借使用合同。

图 6-6    意大利税号卡（CODICE FISCALE）

卡片样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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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合同类别 说明

转租合同
房客将公寓的一部分转租给他人，只有在原合同不禁止转租的情况下才可以签订

转租合同。

出借使用合同
●　房东免费出让与他人使用，使用人需承担物业费。

●　当企业承租公寓用于雇员住宿时可由雇员签订该类合同。

2.2 租用办公用房

在意大利尚未注册的外国企业，租用办

公用房需提供以下材料：公证书或公司成立

法令副本或章程副本、法人代表的身份证件

副本。

在意大利正在注册的中国企业，租用办公

用房除需提供公证书或公司成立法令副本或章

程副本、法人代表的身份证件副本外，还需提

供公司简介、增值税号（Partita iva）、最

近的收入证明（UNICO）、注册证明和公司的

营业执照。

2.3 租用住宿用房

企业为合伙人或员工租房需要提供以下

材料：

（1）合伙人或员工的护照。

（2）合伙人或员工的增值税号。

（3）已签署的公司协议书或劳工合同。

（4）员工最近的收入证明或银行账户。

由于意大利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差异

较大，北部米兰、热那亚、都灵及中部罗马、

佛洛伦萨等地的房屋租金较高，而南部那不

勒斯、巴里等地房屋租金较低。以罗马为例

市中心 100 平方米的房屋月租金为 2000~3000

欧元，郊区 100 平方米的房屋月租金为 1000~ 

1500 欧元。

2.4 主要租房途径

中介机构

意大利主要的中介机构有 Idealista、

Berkshire Hathaway HomeServices、Ferrari E 

Meriziola 等，多分布在居民区附近。通过房

屋中介公司租房的优点：房源较多，找房效率

意大利的租房合同比较规范，一式两份由房东和房客签名。根据法律规定，房东

必须在税务局（Agenzia delle Entrate）对租房合同进行注册，并每年更新房客信息。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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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度快，可实地看房，需签署规范的租赁

协议，相对来说更有保障。租赁协议通常需签

署 1年以上，最短租赁协议为 6个月，一般需

支付 1个月房租为中介费。

租房网站

意大利主要的租房网站有 www.casa.it

和 www.immobiliare.it，任何人都可以在网

站上自由发布招租信息。

优点：信息量大、房源多、信息更新快，

租房形式及种类丰富，有长租、短租、整租、

租床位等，与房东直接签约无中介费用。

缺点：通过网站租房，房源信息较多且

均需本人核实及确认，看房时间需自己与房

东联系并预约，通常无规范协议，存在一定

风险。

2.5 租房注意事项

押金

押金是房东要求房客提供的保证金，用

来保障房东的利益，主要为了防止房客不支

付租金或对房内设施造成损害。依据法律规

定，在除去杂费的前提下，押金不能超过 2 

个月的房租，支付押金的金额应在租房合同

中注明。租期结束后，若房客没有损害房屋

和欠缴费用，则房东需退还押金。

缴纳房租

在合同签订时，房客需支付的款项包括：

首月房租、押金和预缴的物业费。上述款项

若以现金的形式支付，房东或房产中介必须

出具标有日期和收款人签名的收据。若以银

行汇款或邮政汇款的形式支付，房客需妥善

保留与房租支付有关的汇款收据和文件，这

是与房东发生纠纷时的重要有效证据。

意大利近期出台了最新的现金交易规定。该规定分为两个阶段实施：一是 2020—

2021年，意大利的现金交易限额为2000欧元；二是2022年起现金交易限额1000欧元。

特别提示

图 6-7　主要的意大利租房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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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如果租房合同中没有明确注明房东承担

日常的房屋维护，则房客需承担较少的日常

维护费用。因此，房客租房之前应先检查家

具状态和公寓状态，若有家具损坏需要求房

东修理或更换，对损坏的家具保存标注日期

的图片，在退房时提供给房东作为证明。房

客必须保障公寓状态的良好，如果房客因疏忽

而损坏设备或器具，则必须自费修理或更换。

合同到期

（1）解约

●  解约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房东，以挂

号信的形式寄到房东的住址。

● 合同解约必须在合同到期日的 6 个月前

通知房东。

● 通知之后合同权利与义务会持续 6 个月

到租期结束日终止。

● 房客在合同租期结束交还钥匙时，房东

做房屋检查并在税务局解除合同。

● 房东可在合同首次到期时因家庭或个人

原因，或将出售或整修公寓等原因，解除合同。

（2）续约

● 合同到期日之后，例如自由合同（4 年

+4 年）结束之后，若房客没有在约定的时间

内提出解约，则合同自动延期。

● 若房东期望续约，但想要修改某些条

款，则必须先解除旧合同，再重新签订新合

同并重新去税务局更新信息。 

房客权利保护工会

房客权利保护工会的职责是保护房客，

为房客提供有关住房的信息、咨询和法律协

助。意大利房客权利保护工会主要有住宅和

土地租户联合工会、全国租户联盟、房客联

合工会等。

SICET-Sindacato inquilini casa e territorio 
住宅和土地租户联合工会①

电话        +39-6-495-8701，
　　　　+39-6-495-8736

传真        +39-6-495-8646

邮箱        adr@ccpit.org

网址　　http://www.sicet.it

地址
        Via G.M. Crescimbeni 25 - 00184     

　　　　Roma

邮编        100035

SUNIA-Sindacato unitario nazionale
 inquilini e assegnatari 

全国租户联盟②

电话        +39-6-275-3848

邮箱        suniasudest@gmail.com

地址　　拉齐奥大区总部地址 Viale Irpinia 56

                                          

①　住宅和土地租户联合工会 . http://www.sicet.it.

②　全国租户联盟 . https://www.suni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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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房客联合工会 . http://www.unioneinquilini.it.

②　http://www.salute.gov.it/portale/home.html.

③　http://www.salute.gov.it/portale/temi/p2_6_11.jsp.

Unione Inquilini 
房客联合工会①

邮箱　　Unioneinquilini@libero.it

电话        +39-6-474-5711

地址        Via Cavour，101. 00184 Roma

3　医疗及保险

3.1 医疗体系概览

意大利现行的医疗体系建立于 1978 年，

分为中央与地方两个层级。中央主管部门为

卫生部，②统领全国卫生事业，但须充分尊重

宪法赋予各地方的自主权力。除卫生部以外，

中央医疗体系还包含其他 10 余个机构，包括

罗马高等卫生研究院（ISS）。各地的地方卫

生局（Azienda  Sanitaria  Locale，ASL）则

在统一指令下拥有一定的自主权，③通过地方

健康机构及医院为公众提供健康保障，服务

范围包括传染病预防、接种疫苗、门诊和专

科检查、社会保健、心理健康服务和临终关

怀等。

意大利医疗资源的地区分布很不平衡。

北部较发达地区总体卫生水平，较之南部以

及中部的拉齐奥大区显著更高。所有长期在

意大利居住人员可自愿加入意大利国家医疗

系统，享受意大利境内全覆盖的公立医疗体

系服务。

3.2 医疗设施

意大利以公立医院为主，共有床位

169978 张，平均每千人床位数仅为 3.7 张，

居民均配有家庭医生。私立医院数量较少，

规模较小，以专科为主，配有专科医生和

配套的医疗设备。除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

外，意大利还有教会医院，配有全科医生和

配套的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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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国家医疗保险

在意大利停留时间少于 3 个月的非欧盟

公民可通过支付相关费用购买紧急医疗保险

（INA-Assitalia ASSICURAZIONE）获得紧急健

康服务。超过 3个月的非欧盟公民，须持有有

效的身份证（Residenza）或居留卡（Permesso 

di Soggiorno）在国家卫生局（Servizio San-

itario Nazionale）或者居住地当地卫生局

（Aziende Sanitarie Locali）注册国家医疗

保险。注册后将获得一张医疗卡（Tessera 

Sanitaria），并有权享有家庭医生或儿科医

生的服务，在公立医院免费享受门诊和专科

医生诊疗，部分疫苗接种，牙科和康复治疗。 

表 6-6　意大利国家医疗保险功能

基本医疗
保险类别

费用 有效时长 功能

紧急医疗保险

INA
98 欧元 一年 一些紧急手术和意外事故

国家医疗保险

SSN

医疗卡

387.34 欧元、

149欧元（学生）

以自然年为单位，即

1月1日至12月31日，

即使并不是在年初而

是在年中交费依然要

交全年的费用。

● 开具药物处方，普通检查与专科

检查具及住院手术；
● 可以陪同患者去医院，并跟踪住

院和出院情况；
● 对患者的健康表格进行更新；

● 给工作者开病假条，给小孩开病

假单；
● 保证给患者制订计划；

● 有必要的情况下去患者家中进行

诊断。

 申请医疗卡所需材料：①

● 居留卡（有效期内或正在办理期的

状态）

● 身份证

● 税号

● 护照

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国家医疗保险的补充

保险。购买当地商业医疗保险也可享受意大利

公立医院、私立医院、诊所提供的医疗服务。

                                          

①　意大利卫生局罗马分部 . https://www.aslroma1.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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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就医与买药

在意大利日常就诊、定期检查和急诊的就医流程如图 6-8 所示。

图 6-8　意大利就医流程 

购买药品

意大利药店通常在药店外有绿色标识写

着“farmacia”，药店里有 1~2 名医师负责

常见病如感冒，咳嗽的诊断及开药。部分药

品需要医生医嘱才能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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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其他保险

在意大利生活除基本的医疗保险之外，其他生活所需的险种和覆盖范围见表 6-7。

表 6-7　意大利生活所需的其他保险类别

保险类别 险种 保险性质 保障范围

房屋保险 房屋失火和偷盗险 自愿购买 保障房东的财产免受损失

天气保险 天气相关造成的破坏险 自愿购买 洪水、火山、雪崩、龙卷风、地震等

车辆保险
交通服务险 自愿购买 在汽车行驶中的故障维修，拖车服务

汽车责任险 强制购买 所有行驶的车辆

4　开设银行账户

4.1 开设个人账户

图 6-9　意大利开设个人账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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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意大利主要银行标识

4.2 开设公司账户

图 6-11　意大利开设公司账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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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买车驾车

5.1 买车须知

贷款买车

贷款买车在意大利已相当普遍。在意大

利，要想获得消费信贷，借款人首先需符合 3

个基本前提：一是年满 18 岁的成年人；二是

有稳定的收入；三是居住在意大利。同时，

还有两个附加的限制，一是在财务上有不良

记录者不能申请贷款；二是借款人必须有一

个担保人。

贷款买车需准备材料：居留卡、个人税

号、本地驾照、在职证明和工资单。

车辆租赁与购买

承租人通过支付周期性的费用预先获得

车辆使用权，无需支付增值税。在签约阶段，

双方需要就费用的持续时间和月供的金额达

成一致。房客在使用车辆期间，根据合同需

要承担维修和保险费用。在合约期间汽车的

所有权不归承租人所有，直至合同结束可选

择将汽车归还租赁公司或通过支付剩余价值

来兑换新车。

车辆过户①

车辆过户可以在意大利汽车俱乐部（Au-

tomobile  club  d'Italia，ACI）或过户代办

处 (Agenzia  Pratiche  Auto) 办理，买卖双

方必须在场。如果卖家不能到场，则需要去

Comune 办理委托证明，而买家必须到场。相

关注意事项如下：

(1)过户前买家应当谨慎确认车辆信息，

防止财产损失。其中包括车辆来源是否清白，

是否存在未付清的罚单而导致冻结的情况，

以及是否存在抵押。

(2)买卖双方确认汽车信息及个人信息，

确认无误之后开始办理车辆过户手续。

(3) 过户时需要填写交易金额。由国家法

律规定过户手续费的金额，以车辆的公里数

计算。

(4) 由于每天过户量非常大，过户代办处

会先发放临时过户证明，临时过户证明的有

效期为 30 天，有效期内其效力完全等同正式

过户证明。如果临时过户证明失效前正式过

户手续未完成，相当于本次过户失败。之后

仍需要领取过户单原件。

汽车税

汽车税②（Bollo Auto）又称养路费，意

大利政府向机动车强制征收的税费。除残障

人用车和车龄超过 30 年的车可免缴纳汽车税

外，电动汽车可享有一定折扣。根据规定，

                                          

①　意大利汽车俱乐部（automobile club d'Italia）.http://www.aci.it.

②　意大利税务局 . https://www.agenziaentrate.gov.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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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税每年一交，新车车主需要在注册当月

月底之前缴纳。每月最后 10 天注册的车辆可

以在次月月底前缴纳。二手车则需在对销售

合同进行公证的当月月底之前缴纳汽车税。

汽车税的价格取决于居住地或身份证所在地、

汽车的马力和其他方面因素（如汽车尾气的

污染等级）。

汽车保险

汽车保险 RCA  (RESPONSABILITA  CIVILE 

AUTO) 是意大利的汽车强制保险。根据 2017

年最新的核对方式，车辆在通过高速公路或

城市内监控时检查车辆的车牌号就可以知道

该车是否支付了保险。警察会在巡逻时随机

拍摄车牌号抽查，拦截并要求出示保险证明。

如果行驶车辆在检查中被发现没有

保险证明，根据意大利交通法条例，罚款

700~3000 欧元并扣留车辆。如果被发现伪造

保险证明，将会被吊销驾照。没有购买保险

的驾驶人员如果发生车祸，需要自己承担所

有责任。

在选择购买汽车保险时，建议在买车前

咨询正规保险公司相关保费，一般新手第一

年保费较贵。保费根据驾驶人的年龄、发动

机排量、身份证显示所在城市、养路费等确

定，一般差别较大。

5.2 驾车须知

短期赴意大利。短期赴意大利旅游、探

亲、出差，在意大利居留不超过一年的，在

出发前持护照、驾照到意大利驻华使领馆办

理驾照认证。

根据《新交通法》第 135 条细则，中国

驾照的持有者（包括居住在中国的意大利公

民）“只要不是在意居住一年以上的居民，

且除中国驾照外还持有国际驾照或者驾照的

官方意大利语翻译件”就可以在意大利领土

范围内驾驶车辆。上文所指官方意大利语翻译

件需意大利外交机构的翻译认证，无需公证。

办理中国驾照的意大利语翻译认证需准

备以下材料：中国驾照的原件及复印件、意

大利文的翻译件、护照原件和首页复印件、C

类短期签证及签证复印件，领事认证费用 13

欧元。

长期在意大利。中国驾照经过认证之后

可以在意大利合法使用一年，驾驶人在这一

年内可以学习并考取意大利驾照。驾驶人一

年之后没有考取意大利驾照则中国驾照将不

能使用。报考意大利驾照首先报名驾校（考 B

照）通过理论考试后上路学车最后进行路考。

报名驾校需准备材料：居留、护照、医

疗卡、身份证、视力检查、证件照 2张。

交通违章处罚

交通违章罚款单由所在地的市政厅

（Comune）开具，可在 http://www.comune.+

城市名 .it 的网站核对违章路段、车牌号及

违章时间是否相符。车主可选择在市政厅

（Comune）的网站在线支付罚款，也可以持

交通违章罚款单到所在地的邮局缴纳罚款。



  145

第六篇    在意大利工作生活基本信息

表 6-8　常见交通违章及处罚金额

交通事项 处罚金额（约合人民币）

未系安全带 100 欧元（798 元）

无儿童座椅 300 欧元（2394 元）

开车打电话 100 欧元（798 元）

闯红灯 100 欧元（798 元）

超速 170 欧元（1357 元）

违规超车 100 欧元（798 元）

违章停车 100 欧元（798 元）

误闯交通管制区 ZTL 50~100 欧元（399~798 元）

图 6-12　交通违章罚款单样例①

                                          

①　https://bbs.q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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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意大利语学习

在意大利学习意大利语的语言机构主要

有罗马三大语言中心、罗马但丁协会、锡耶

纳外国人大学和佩鲁贾外国人大学。

有 4 种考试可以为意大利语学习者提供

语言等级考试证书，分别是：IT 考试、PLIDA

考试、CILS 考试和 CELI 考试。

                                          

①　罗马三大语言考试认证 . http://www.certificazioneitaliano.uniroma3.it.

②　罗马但丁协会 . https://plida.it.

③　锡耶纳外国人大学 . https://cils.unistrasi.it.

④　佩鲁贾外国人大学 . https://www.cvcl.it.

表 6-9 　意大利语等级考试类型及内容

考试类型 具体内容

IT 考试

● IT 考试①由罗马三大语言中心负责提供衡量外国人意大利语水平等级的考试。

● 该考试是依据欧洲语言体系的规定，从听说读写 4 个方面来评判学生的综合能力。

● IT 证书相当于由欧洲议会认可的 C2( 专家水平 )。

● 每年 6 月进行，考生可以选择一次性完成听说读写四项考试或进行单项考试。

● 被大学和劳务市场承认。

PLIDA 考试

● PLIDA 考试②由罗马但丁协会负责提供衡量外国人意大利语水平等级的考试。

● 是目前在华实施的唯一被意大利官方认可的意大利语水平测试。

● 每年在全球范围内举办 2 次。

● 被意大利外交部认可。

CILS 考试

● CILS 考试③ (The Certification of Italia nasa Foreign Language) 由锡耶纳外国人大学负

责提供衡量外国人意大利语水平等级的考试。
● 没有年龄限制。

● 每年 6 月和 12 月在锡耶纳外国人大学和别的驻外机构举行 2 次。

● 被意大利外交部认可。

CELI 考试

● CELI 考试④由意大利佩鲁贾外国人大学负责提供衡量外国人意大利语水平等级的

考试。
● 符合欧洲语言测试者协会 (ALTE) 和欧洲语言共同体委员会 (CEF) 的欧洲标准考试。

● CELI 证书相当于欧洲语言测试者协会 (ALTE) 欧洲语言统一标准的欧洲机构颁发的

证书。
● 被意大利外交部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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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介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成立于 1952 年，是中国对外开放

领域重要的公共服务机构。经过 67年的发展，中国贸促会已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经贸界人士、

企业、团体的重要纽带，成为境内外工商界开展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并将致力于为全球

工商界提供贸易投资促进服务和商事法律服务，代表中国工商界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贸促会已在全球设立 32 个驻外代表处，与 14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6 家对口机构及相

关国际组织建立了 382 个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初步形成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海外

工作网络。在中国贸促会推动下，地方各级和行业贸促会数量已超过 1000 家。贸促会和贸促

工作的有效覆盖面不断扩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贸促会将奋力推进新时代贸促事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具有

中国特色的、充满活力的世界一流贸易投资促进机构，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贸促会网站 中国贸促会微信公众号

“中国贸促”

中国国际商会网站 中国国际商会微信公众号

“中国国际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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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意大利主要政府部门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网址

1 意大利外交部 www.esteri.it

2 意大利内政部 www.interno.it

3 意大利司法部 www.giustizia.it

4 意大利国防部 www.difesa.it

5 意大利经济财政部 www.mef.gov.it

6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 www.mise.gov.it

7 意大利农林与食品部 www.politicheagricole.gov.it

8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 www.ice.it

9 意大利环境、领土与海洋保护部 www.minambiente.it

10 意大利基础设施和运输部 www.mit.gov.it

11 意大利卫生部 www.ministerosalute.it

12 意大利教育、大学和科研部 www.miur.it

13 意大利文化和遗产部 www.beniculturali.it

14 意大利联邦体制改革部 www.riformeistituzionali.gov.it

15 意大利欧盟政策部 www.politichecomunitarie.it

16 意大利议会关系事务部 www.rapportiparlamento.gov.it

17 意大利公共职能（创新）部 www.innovazionepa.gov.it

18 意大利精简部 www.semplificazionenormativa.it

19 意大利大区事务部 www.affariregionali.it

20 意大利青年政策部 www.politichegiovanili.gov.it

21 意大利机会平等部 www.pariopportunita.gov.it

22 意大利劳动和社会政策部 www.lavoro.gov.it

23 意大利银行 www.bancaditali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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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网址

24 意大利反垄断局 www.agcm.it

25 意大利投资促进署 www.invitalia.it

26 意大利阿布鲁佐大区 www.regione.abruzzo.it

27 意大利瓦莱达奥斯塔大区 www.regione.vda.it

28 意大利普里亚大区 www.regione.puglia.it

29 意大利巴西利卡塔大区 www.regione.basilicata.it

30 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区 www.regione.calabria.it

31 意大利坎帕尼亚大区 www.regione.campania.it

23 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www.regione.emilia-romagna.it

33 意大利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大区 www.regione.fvg.it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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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中国驻意大利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

网址：http://www.it.chineseembassy.org

电话：+39-6-9652-4265

地址：Via Bruxelles, 56, 00198 Roma RM 

2 中国驻米兰总领事馆

网址：http://milano.china-consulate.org

电话：+39-2-569-4020

地址：Via Benaco, 4, 20139 Milano MI

3 中国驻佛罗伦萨总领事馆

网址：http://firenze.china-consulate.org

电话：+39-55-573-889

地址：Via dei della Robbia, 89, 50132 Firenze FI

4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网址：http://www.it.mofcom.gov.cn

电话：+39-6-363-8534

地址：Via della Camilluccia, 613, 00135 Roma RM

5 中国驻米兰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

网址：http://www.ml.mofcom.gov.cn

电话：+39-2-8722-2869

地址：Via Flavio Vegezio 19, 20145, Milano MI

6 中国贸促会驻意大利代表处

网址：http://www.ccpit.org

电话：+39-2-3594-5567

地址：Via Vittore Pisani 9，Milano 20124,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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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意大利主要商协会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网址

1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

网址：https://www.confindustria.it

电话：+39-6-59031

地址：Viale dell'Astronomia, 30  00144 Roma

2 意中商会

网址：http://www.china-italy.com

电话：+39-2-3668-3110

地址：Palazzo Clerici - Via Clerici 5 - 20121 Milano

3 意大利中国总商会

网址：https://www.agcci.com

电话：+39-6-6487-1308

地址：Via Filippo Turati 140，00185 ROMA ITALIA

4 意中基金会

网址：https://www.fondazioneitaliacina.it

电话：+39-2-7200-0000

地址：Via Clerici, 5 20121 Milano Italia

5 米兰商会

网址：https://www.milomb.camcom.it

电话：+39-2-85151

地址：Via Meravigli, 9/b-20123 Milano

6 意大利农业机械制造商联合会

网址：https://www.federunacoma.it

电话：+39-6-432981

地址：Via Venafro, 5 00159 Roma, Italy

7 意大利基金会和储蓄银行协会

网址：https://www.acri.it

电话：+39-6-681841

地址：Via del Corso, 267 - 00186 R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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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意大利主要第三方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名称机构 地址 联系方式

1 麦肯锡罗马办公室 Piazza del Popolo, 18, 00187 Rome

网址：https://www.mckinsey.it

电话：+39-6-420871

传真：+39-6-4201-3313

2 麦肯锡米兰办公室 Piazza del Duomo, 31, 20122 Milan

网址：https://www.mckinsey.it

电话：+39-2-724061

传真：+39-2-7200-1440

3
普华永道

罗马办公室

Largo Angelo Fochetti,  28,  00154 

Roma 

网址 : https://www.pwc.com

电话：+39-6-570251

4 毕马威罗马办公室 Via Ettore Petrolini, 2, 00197 Roma 

网址：https://home.kpmg/it

电话：+39-6-809611

传真：+39-6-807-7475

5 德勤罗马办公室
Via della Camilluccia,  589a, 00135 

Roma 

网址：https://www2.deloitte.com

电话：+39-6-367491

传真：+39-6-3674-9282

6 德勤米兰办公室 Via Tortona. 25 20123 Milan

网址：https://www2.deloitte.com

电话：+39-2-8332-2111

传真：+39-2-8332-2112

7
大成律师事务所

罗马办公室
Via XX Settembre, 5, 00187 Roma

网址：https://www.dentons.com

电话：+39-6-8091-2000

传真：+39-6-8069-0409

8
大成律师事务所

米兰办公室
Piazza degli Affari 1, 20123 Milan

网址：https://www.dentons.com

电话：+39-2-7262-6808

传真：+39-2-7262-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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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在意大利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附录六

在意大利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方式

1 中国银行米兰分行
网址：https://www.bankofchina.com

电话：+39-2-8647-3200

2 中国银行罗马分行
网址：https://www.bankofchina.com

电话：+39-6-452-1016

3 工商银行米兰分行
网址：http://milan.icbc.com.cn

电话：+39-2-0066-8899

4 工商银行罗马分行
网址：http://milan.icbc.com.cn

电话：+39-6-4521-1999

5 中国建设银行米兰分行
邮箱 : marketing.it@eu.ccb.com 

电话：+39-2-3216-3088

6 中国交通银行罗马分行 电话：+39-6-4575-1500

7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意大利公司
网址：https://www.coscoshipping.it

电话：+39-1-0270-7201

8 通用技术集团意大利公司
网址：www.genertecitalia.it

电话：+39-2-839-2270

9 华为意大利公司
网址：https://www.huawei.com

电话：+39-6-642-4400

10 中兴意大利公司
网址：https://www.ztedevices.com

电话：+39-6-663-2806

11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罗马办事处
网址：https://www.airchina.it

电话：+39-6-854-1389

12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罗马办事处
网址：https://it.ceair.com

电话：+39-6-4204-70888

13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罗马办事处
网址：https://global.csair.com

电话：+39-6-4288-4111

14 中联重科 CIFA 公司
网址：https://www.zoomlion-europe.com

电话：+39-2-990131

15 潍柴集团法拉帝游艇公司
网址：https://en.weichai.com

电话：+39-5-4378-7511

16 中国寰球工程公司意大利代表处 电话：+39-6-6598-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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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意大利大型展览会简介

1. 欧洲光纤通信展览会

THE ECOC EXHIBITION ①

举办周期：一年一届

行　　业：通信技术

举办城市：罗马

主办单位：Nexus Media Communications

展会介绍：ECOC 展览会已经举办了将近 25 年，目前已发展成为欧洲地区最大的光通信展

览会，是整个光纤通信技术行业决策者的重要聚会场所。

展品范围：通信、数据处理、计算机、光学、光学设备、激光

2. 意大利摩德纳国际汽车和摩托车展销会

MOTOR GALLERY

举办周期：一年一届

行　　业：汽车

举办城市：摩德纳

主办单位：Modena Esposizioni S.r.l. 

展会介绍：该展会自 2008 年开始举办，在 2008 年的展会上，共有 14 个国家的 62 家公司

参展，参展面积达 1326 平方米。

展品范围：汽车 (配件，机械 ) 、设备及汽车服务供应、自行车、摩托车 (零件 ) 

3. 意大利米兰家居及消费品展览会

HOMI

举办周期：一年一届

行　　业：家居用品及消费品

                                          

①　中国驻米兰总领馆经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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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意大利大型展览会简介

举办城市：米兰 

主办单位：Fiera Milano S.p.A.

展会介绍：意大利米兰家居及消费品展览会（HOMI）是欧洲知名的家居及消费品展览会之

一，在意大利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家居及消费品展会。该展始办于 1964 年，由米兰国际展览公

司主办。HOMI 展会在米兰新国际展览中心举办，该展充分地向世界展示意大利人美好的生活方

式和设计理念。

展品范围：生活用品类、时尚饰品及珠宝类、园艺及户外用品类、家用纺织品类等。

4. 意大利米兰女装展

MILANO MODA DONNA

举办周期：一年两届

行　　业：服装

举办城市：米兰 

主办单位：Fiera Milano S.p.A.

展会介绍：1967 年，米兰时装周正式创立。此后，作为国际四大著名时装周之一，米兰时

装周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时尚影响力，成为了时尚的晴雨表。

展品范围：皮革制品 (材料、产品、机械 )、鞋类、纺织与服装、化妆品、护肤品、香水。

5. 意大利米兰国际皮具展览会

MIPEL THEBAGSHOW

举办周期：一年两届

行　　业：皮革制品

举办城市：米兰

主办单位：Fiera Milano S.p.A.

展会介绍：MIPEL 是最重要的国际皮革制品和时尚配饰展之一，目前已举办 118 届。

展品范围：皮革展区、人造革展区、鞋材展区、配件、皮革制品。

6. 意大利维琴察国际金银制品、珠宝及钟表展览会

VICENZA ORO

举办周期：一年两届

行　　业：矿石

举办城市：维琴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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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Fiera di Vicenza S.p.A.

展会介绍：欧洲最大的黄金和珠宝行业展览会，汇集黄金和珠宝行业中最权威的产品。

展品范围：金银首饰、铂金首饰、银器、钟表、宝石和半宝石、天然和养殖珍珠、珊瑚等，

珠宝首饰相关用品和设备、珠宝首饰包装和配件、专业刊物媒体软件等。

7. 意大利博洛尼亚陶瓷卫浴展

CERSAIE

举办周期：一年一届

行　　业：厨卫

举办城市：博洛尼亚

主办单位：Bologna Fiere

展品范围：瓷砖、瓷砖工具及切割设备、地砖、各类陶瓷、卫浴设施、卫生洁具浴室建材

及零配件浴室配套设备、大理石桌台、人造石等。

8. 意大利国际航海博览会

SALONE NAUTICO INTERNAZIONALE

举办周期：一年一届

行　　业：海运、船舶

举办城市：热那亚

主办单位：Fiera di Genova

展品范围：游艇、游艇设备及内部零件、发动机、船上器械、码头设备与服务、水上运动

服装、帆板、水撬、租船服务、钓捕器械、绳索、桅杆、加热与冷气设备、照明设备、锚、螺

旋推动器、导航设备、导航系统、甲板装置、抽水机、电子管、海上维修装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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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    中国贸促会驻意大利代表处简介

附录八

中国贸促会驻意大利代表处简介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驻意大利代表处成立于 1989 年。早在中意两国

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中国贸促会于 1964 年与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ITA）签署了协议，在两

国首都互设商务代表处，这是中意间第一个双边关系协议。目前，代表处的办公地点设在意大

利经济中心城市米兰，业务范围辐射意大利、圣马力诺、希腊、斯洛文尼亚、马耳他等地中海

沿岸的欧洲国家。

代表处的宗旨：在中国贸促会的领导和各有关业务部门的协助下，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意大利共和国的法律和政策，开展促进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及进行各种

形式的中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等活动，促进中国同意大利等国家的经济技术和贸易关系的发

展，增进中国同意大利等国家工商经贸企业界之间的往来与合作。

联系方式

副总代表：姚鲁杰

代表助理：刘紫东　程奕能

电　　话：+39-2-3594-5567

邮　　箱：ccpitit@ccpit.org

网　　址：www.ccpit.org/italia

地　　址：Via Vittore Pisani 9，Milano 20124，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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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意大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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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体项目………………………………………………………………………43

2. 青岛海尔全资收购意大利 Candy 公司…………………………………………49

3.时风集团积极开拓意大利市场…………………………………………………55

4. 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 CIFA 公司………………………………………………60

5.光明集团的海外收购之路………………………………………………………61

第四篇　中国企业在意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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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境外中资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资金需求……………………………………72

4.中信保为某非洲房建项目前期融资提供跨境担保……………………………73

5. 红狮集团发行“一带一路”公司债券投资老挝项目…………………………74

6.蓝帆医疗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跨国收购交易的配套资金………………………75

7.珠海艾派克公司通过多元融资方式收购利盟国际……………………………75

8.海尔集团利用期权组合应对汇率风险…………………………………………76

9.安琪酵母埃及分公司获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贷款………………………………80

10. 国际金融公司为新希望子公司提供优惠贷款………………………………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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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专利权权属纠纷案……………………………………………………………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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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通过调解—仲裁联合机制解决争议…………………………………………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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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外投资国别 ( 地区 ) 营商环境指南》由中国贸促会贸易投资

促进部统筹编制。意大利卷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合组

织编写，中国贸促会驻意大利代表处提供了大量资料。虽然我们力求完善，

但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

评指正。

在编写本卷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意大利对

外贸易委员会、意大利投资促进署、意大利银行，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世

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公开信息，得到了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意大利中国总商会、意大利部分专业机构

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60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意大利（2020）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

ITA-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是支持意大利公司海外业务发展以及促进外国对意大利投资的

政府机构。通过现代化的激励型组织管理以及广布海外的办事处系统，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

为意大利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协助、咨询、推广和培训服务。运用最现代的多渠道推广和宣传

工具，在世界范围内彰显“意大利制造”的卓越成就。

ITA-Italian Trade Agency is the Governmentalagency that supports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ofour companies abroad and promotes the attraction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Italy.With  a  motivated  and  modern  organization  anda  widespread  network  of 

overseas  offices,  ITAprovides  information,  assistance,  consulting,promotion  and 

training to Italian small andmedium-sized businesses. Using the most modernmulti-

channel promotion and communication tools,it acts to assert the excel-lence of Made 

in Italy inthe world.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北京办事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 1号，三里屯外交公寓办公楼 1单元 6层 1-61 室

电话：+86-10-6597-3797

邮箱：pechino@ice.it

网址：www.ice.it 

Italian Trade Agency Beijing Office

地址：Room 1-61, Entry 1, Office Building, Sanlitun Diplomatic Residence Compound, 

Gongrentiyuchang North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100600 P.R.CHINA 

电话：+86-10-6597-3797

邮箱：pechino@ice.it  

网址：Http://www.ic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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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中国总商会

意大利中国总商会（意文 :Associazione Generale dei Commercianti Cinesi in Italia）

的最前身是意大利罗马华侨华人贸易总会，成立于1997年 7月 1日，是由从事互联网、物联网、

商务、金融、物流等行业的旅意华商，在意大利投资的华侨华人企业单位及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的相关人士组成的非盈利性社会团体。

宗旨是遵守中国和意大利的法律、法规，努力为会员和会员单位服务，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向有关部门反映会员和会员单位的意见和诉求，促进商务环境的不断改善；广泛联系国内外工商

企业和经济组织，加强会员与政府机构的沟通以及会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培训，提高会员

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会员和会员单位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

中发挥积极作用。

地址：Via Filippo Turati 140,ROMA ITALIA

邮编：00185

电话 /传真：+39-6-6487-1308

邮箱：italychinatrading@gmail.com

网址：www.agcci.com 

中国侨商联合会副会长、意大利中国总商会会长：陈正溪

电话：+39-392998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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